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紀錄（如
附件），敬請　鑒核。

說明：因疫情影響，本次會議於110年7月27日(二)12時採視訊方
式進行開會。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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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僱組員 黃貞瑜 110/07/27 16:38:12(承辦) :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0/08/02 12:03:25(核示) :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0/08/02 18:18:16(決行) :

閱(代為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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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間：110年7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00 
地點：採Microsoft Teams視訊方式進行(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join/
19%3an6qO4Hs7l8oQVnsNToyxKTH8v1wbNE5VRupSBSyb8ns1%40thread.tacv2/1626162342771?

context=%7b%22Tid%22%3a%22813ad895-da6c-487f-94df-

fa982ddaac03%22%2c%22Oid%22%3a%22a7e2e1c4-6c76-4627-88af-c50a2fd5a342%22%7d ) 

主持人：張00主任																																				紀錄：陳00、黃00 
出席人員：本系所教師 

壹、主席報告 
 

一、暑假期間系辦將於7月5日至9月3日起進行星期三輪休、星期五全面補休，若需辦公請
避開三、五，若造成不便請見諒。 

二、110學年度轉學考因疫情改成書面審查，考生於7月23日下午5時止上傳書審資料，感謝
老師協助線上書審作業。 

三、因疫情影響大學指考延後，本校開學同步延後至9月24日，目前學校行事曆報部中，請
老師注意開學時間。 

四、7月8日舉行博士資格考共有2名學生參與。 
五、110年7月26日召開教育學系第1次招生試務委員會，會議中討論有關碩士班是否招生分
組，以及博士班招生名額案，討論結果如下： 

(一)教育研究碩士班分為教育理論組、課程與教學組、創新教育與潛能發展組三組招生，
因教育理論組近年來報考人數較少，故擬於招生時不分組，入學後再由學生自行選修
一組別課程修習。 

(二)依據博士班近三年報名人數來看，行政組及課程組一般報考人數較多，故自111學年度
起教育學系博士班招生名額如下，教育理論1名、課程與教學一般2名、教育行政與文
教事業經營2名、幼兒教育1名、家庭教育1名(與輔導與諮商組隔年招生)、特殊教育1
名、體育與健康休閒1名、科學教育(1名，新增領域)，共招收10名。 

六、110學年度校院級各項委員會代表，結果如下，請老師協助。 
委員會名稱 委員代表開票結果

一、校務會議代表（3人）  
分配原則如下： 
原教育學系(1人) 
原教政所(1人) 
原數理研究所(1人)

1.原教育學系1名： 
當選代表：姜00教授 
候補代表：張00教授 

2.原教政所1名： 
當選代表：陳00教授 

3.原數理所1名： 
當選代表：林00副教授 
候補代表：蔡00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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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務會議代表（4人） 
分配原則如下： 
原教育學系(2人) 
原教政所(1人) 
原數理研究所(1人)

張00主任為當然委員；洪00教授兼任師培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	 
1.原教育學系2名： 
當選代表：林00教授、黃00教授 
候補代表：劉00教授(備取1)、王00教授(備取2) 

2.原教政所1名： 
當選代表：王00教授 

3.原數理所1名： 
當選代表：蔡00副教授 
候補代表：姚00教授

三、院課程委員會代表（4人） 
分配原則如下： 
原教育學系(2人) 
原教政所(1人) 
原數理研究所(1人)

張00主任為當然委員；洪00教授兼任師培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 
1.原教育學系2名： 
當選代表：許00教授、黃00教授 
候補代表：教授王00(備取1)、林00教授(備取2) 

2.原教政所1名： 
當選代表：張00教授 

3.原數理所1名： 
當選代表：陳00副教授

四、院教評委員會代表（4人） 
分配原則如下： 
原教育學系(2人) 
原教政所(1人) 
原數理研究所(1人)

1.原教育學系2名： 
當選代表：洪00教授、張00教授 
候補代表：姜00教授(備取1)、許00教授(備取2) 

2.原教政所1名： 
當選代表：葉00教授 

3.原數理所1名： 
當選代表：林00教授 
候補代表：楊00教授(備取)

五、院圖書建構委員會代表（1
人）																														

當選代表：林00教授	 
候補代表：王00教授

六、院國際及兩岸交流推動小組
委員會代表（1人）

當選代表：林00教授 
候補代表：洪00教授

七、服務學習委員會代表（1
人）

當選代表：王00教授 
候補代表：黃00教授

八、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代表 
			（1人）

當選代表：劉00教授 
候補代表：劉00教授

九、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 
			（1人）

當選代表：陳00副教授 
候補代表：劉00教授

十、研究發展會議代表(1人) 當選代表：洪00教授 
候補代表：楊00教授

十一、系教評會委員 張00教授、陳00教授、林00副教授為當然委員。 
1.教育理論領域 
		當選代表：許00教授 
		候補代表：洪00教授(備取1)、姜00教授(備取2) 
2.教育行政與政策領域 
		當選代表：陳00副教授 
		候補代表：王00教授(備取1)、何00教授(備取2) 
3.課程與教學領域 
		當選代表：黃00教授 
		候補代表：陳00(備取1)教授、林00教授(備取2) 
4.數理教育領域					 
		當選代表：姚00教授 
		候補代表：林00教授(備取1)、楊00教授(備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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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以及碩專班新生座談會將於8月12日(上午碩士班、下午碩專
班)、8月19日(博士班)採視訊方式舉行，請老師撥冗上線指導。 

二、110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含轉學生)暨家長座談會預計採視訊方式舉行，日程尚未確定，
屆時會再邀請老師上線指導。 

 

一、110學年度教師榮獲科技部/教育部補助計畫如下: 

二、洪00特聘教授榮登義大利都靈	(Turin) 國立高山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della Montagna)
展覽首頁。該館特展主要理念由策展人Andrea Lerda根據洪00教授理念策畫，邀集六位
義大利藝術家進行聯展。 
特展主題: Ecophilia 
展期: 2021年6月9日-12月5日 
展覽網址 : https://www.museomontagna.org/ecophilia-per-una-nuova-empatia-con- 

lambiente/ (網頁為義大利文) 
三、大四呂00榮獲「109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指導老師:陳00老師)。 
四、大一蕭00獲得「2021年吳銘富卓越學業成就獎勵金Goh Ming Foo Award for Academic 

Excellence」。該獎勵金由吳銘富教育基金會與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合作設立, 旨在鼓勵
就讀教育學系的大一新生, 致力於課業學習, 培養為人師表的好學精神, 期許自己成為明
日的良師。得獎者的資格是教育學系大一學業成就表現最佳的同學 (且無獲得其他公費
或師培卓獎之補助)。 

貳、上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10年5月5日12時10
分) 

一、通過109及110學年度本學系大學部相同/相似課名稱而不同課號之抵修案，會後送教務
處備查。 

二、通過本學系系所品質保證認可評鑑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情形，會後師院審議。 
三、通過110學年度第1學期「師範品格涵養閱讀專書活動」，搭配課程如下: 

教師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洪00教授 科技部

識字？嗜字？後/書寫中心主義教育之批判探究 
執行期間：2021/08/01~2023/07/31

110-111年度科技部補助提升學者國際影響力計畫-教育哲學跨
域深耕：建構台灣為亞澳/東亞/亞太地區國際教育哲學學術社
群與合作之樞紐(II)(1/2) 
執行期間：2021/08/01~2023/07/31

葉00 
專案助理教
授

教育部
PBL與BOPPPS教學模式融入雙語師資綜合領域教材教法課程
之教學行動研究 
執行期間：2021/08/01~2022/07/31

書名 作者 搭配課程 搭配年級 授課老師

希望教室：教孩子一生最受
用的36種能力 蘇明進 發展心理學 一上 劉00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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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榮譽 

系所活動 

https://www.museomontagna.org/ecophilia-per-una-nuova-empatia-con-lambiente/
https://www.museomontagna.org/ecophilia-per-una-nuova-empatia-con-lambiente/


四、通過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導師制度實施要點」，並上網公告周知。 
五、通過修訂「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修習要點」，並上網公告周知。 
六、通過修訂「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並上網公告周知。 
七、通過修訂「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學生參加校外英語文能力測驗獎勵辦法」，並上網
公告周知。 

八、通過修訂「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師學術研究暨國際學術交流補助要點」，並上網
公告周知。 

九、通過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並上網
公告周知。 

十、通過碩士班研究生申請以視訊方式進行學位論文考試。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陳00(學號：1070000)、曾00(學號：1070000)、張00(學號：

1070000)、邱00(學號：1070000)、蔡00(學號：1070000)等五位學生申請碩士學位課程
先修乙案，提請複審。 

說明： 
1、經110年7月1日本學系110學年度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審查會議初審通過。(初審會議紀錄
及本學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實施要點如附件P.1~3) 

2、學生陳00同學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蔡
生皆符合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申請程序，陳生所附資料如附件P.4~29。 

3、學生曾00同學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蔡
生皆符合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申請程序，曾生所附資料如附件P.30~51。 

4、學生張00同學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洪
生皆符合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申請程序，張生所附資料如附件P.52~58。 

5、學生邱00同學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許
生皆符合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申請程序，邱生所附資料如附件P.59~78。 

6、學生蔡00同學每學期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許
生皆符合學碩士學位課程先修之申請程序，邱生所附資料如附件P.79~8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必修課程「替代課程一覽表」(草案如附件

P.85~86)，提請討論。 
說明： 

1、學校對於碩博士班學時管控之因素，本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及博士班，這兩三年課程
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因學生休學等原因，無法修習到的必修課程，擬依據本校「辦理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P.87~90)第十條規定「校訂科目表所列必修科目，因科目
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選修或更改名稱及學分時，須補修或重修者，可免補修或重修，
得以性質相近之科目或新訂名稱之科目代替，但其畢業總學分數不得減少。」故草擬
替代課程，以便於學生作為修習課程之依據。 

2、需設定替代課程的有： 
(1)碩士班108學年度以前入學必修課程「教育研究文獻小組討論(I)」(1學分，碩二上)
及「教育研究文獻小組討論(II)」(1學分，碩二下)，學生應於109學年度上下學期
修習此課程，但有學生休學與修課時間衝堂之故，需延後修習。 

教孩子大膽作夢：終結糖漿
課程

隆‧克拉克 課程發展與設計 二上 黃00老師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
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 教育研究法 三上 許00老師

教學high課─班級經營100招 賴秋江、曾冠
蓉、許碧月

國民小學教學實
習

四上 劉00老師

 4



(2)碩士班必修課程「高等教育統計學」(碩一上)，109學年度以前入學生為2學分，自
110學年度起改為3學分。有學碩先修的110學年度新生，已經於109學年度修畢此
課程者。 

(3)博士班108學年度以前必修課程「獨立研究(I)」(2學分，博三上)及「獨立研究(II)」
(2學分，博三下)，自109入學後博士生則無此必修課程，故此課程110學年度為最
後開設學年，自111學年度起不再開此課程。但有107入學學生尚在休學之故，故
須提供替代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本學系初教館教室維修與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1、初教館B507教室牆面斑駁、後面櫃子規劃動線不當，學生常常撞到等，故規劃維修該
間教室、拆除後方櫃子、新釘牆面與粉刷、全教室粉刷等預估約70,000元(請參考附件
P.108)，是否同意?請討論。 

2、因目前系上缺少桌椅輕巧好移動的討論型教室，擬規劃初教館B203教室為討論型教
室，師院補助50,000元，規劃兩種形式如下(詳情請參考附件P.109~112)，是否同意?請
討論。 

決議：同意B507教室整修及將B203教室規劃為桌椅輕巧好移動的討論型教室(討論教室形式
二)。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學系大學部導師遴選及聘任，提請討論。 
說明： 

1、110學年度大學部大一導師、110學年度第2學期的大二導師(目前導師為00老師)以及整
併的三年內導師遴聘，須先從原教育學系專任(專案)教師產生。 

2、本案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系導師制度實施要點」(如附件P.113~114)第三
條進行全系教師抽籤排序，若當年度教師有個別狀況再進行順位調整。 

決議： 
1、導師抽籤順序結果為:陳00老師、陳00老師、黃00老師、劉00老師、黃00老師、姜00老
師、劉00老師、林00老師、洪00老師、張00老師、陳00老師、許00老師、王00老師、
黃00老師。 

2、依據本學系導師制度實施要點的遴聘原則，大一新生導師為陳00老師、110學年度第2
學期的大二導師為劉00老師。 

＊提案六 
案由：111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組別是否需調整，提請討論。 
說明： 

1、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分為課程與教學組、學校行政組二組，其中學校行政組與教育
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同質性太高，是否要調整，提請討論。 

2、依據110學年度教育學系與教政所碩專班招生報名人數如下：教育學系課程組報名人數
49人(錄取20人)、學校行政組報名人數12人(錄取15人)，教政所報名人數28人(錄取19
人)。 

決議：111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組別調整為「課程與教學組」、「學校經營與教育
創新組」。 

          

肆、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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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下午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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