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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10-13：00 

地    點：教育館 B03-316 會議室 

主    席：鄭Ο青主任                          

出    席：如簽到單                              記錄：張ΟΟ芬、朱Ο羚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109年 11月 25日(三)10:00~18:10為本系系所學位程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評，研

發處業於 8月 17日將各系所評鑑報告書送評鑑中心，本系已依規定各項表件及報

告書畫(含附件)等電子檔上傳書審系統，依研發處 8月 24日通知，各項作業及線

上書審系統預計開放時間如下： 

第一次待釐清問題回復及上傳：109/9/23-9/30 

第二次待釐清問題下載(實訪視前週)：109/11/17、18、19、20、21、23、24 

實地訪視報告初稿之申復請及上傳：110/1/4-1/18 

結果公布資料下載：110/3/31 

3. 本校師資培育評鑑之實地訪評為 111年 5月，自我實地訪評前一年（110年 3月-4

月）辦理一次內部評鑑（108學年-109學年上學期），111年 3月前完成自我評鑑報

告書及提報 108學年-110學年上學期概況說明書。 

4. 恭賀本系吳Ο椒老師、宣Ο慧老師，榮獲 109 年科技部研究補助計畫。 

5. 恭喜本系陳Ο茵同學（1063715）由孫Ο卿老師指導之「運用圖書增進幼兒繪畫表

現與創造能力」，榮獲科技部 109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6. 本校幼兒園、中等學校等 2 類科獲教育部公布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獎優

學校。 

7. 本系所送 109 學年度教保專業課程及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業經教育部分別於

109 年 6 月 30 日及 7 月 15 日函復同意備查。 

8. 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2 日研商 109 學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會

議紀錄中決議；自 110 學年度，甄選大學四年級以上師資生（含碩士生及已具教師

證書者）成為公費生及因校內學位變動致公費生生資格轉移者（如從大學部帶至研

究所），應於契約書中明訂公費受領期間之最低應修習學分數，平均每學期以修習

教育專業或專門課程至少 6 學分為計算，且不得抵免或重複修習相關課程。 

9. 教育部 109 年 6 月 11 日研商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及培育原則會議紀錄決議重點摘

錄如下： 

1.師資培育公費生以「日間學制」為培育對象。 

2.校內甄選之公費生公費受領年限為 2 年至 4 年；辦理招生入學之碩士級公費生公

費受領年限為 2 年，爰公費生培育期間至少應為 2 年。 

3.原提報該名額之縣市或學校應派員參與乙案公費生之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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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碩士生身分取得公費生資格者，應取得碩士學位後方能分發。 

5.未來公費生之培育條件及甄選對象資格，「不能限定具教師證書者」；若特殊情況

招收具教師證書者，應將該公費生培育輔導計畫(含修課內容及輔導機制)專案報教

育部，並經教育部核准後附於契約書中，方能成為師資培育公費生。 

10. 109 年 9 月 9 日(二)本系配合高教深耕之「大學體驗營/招生宣傳活動」，至嘉義市私

立嘉華中學針對高二及高三學生辦理招生宣傳，該校約 192 位社會組學生參加，並

感謝本系吳Ο名老師、謝Ο慧老師、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協助辦理該活動。 

11. 109 學年度碩士(專)班新生認輔教師及學生名單如下: 

碩專班：簡Ο宜老師 

碩士班：賴Ο龍老師（吳Ο惠、劉Ο珊）、宣Ο慧老師（蔡Ο菁、李Ο燕）、葉Ο菁

老師（呂Ο璇、林Ο馨）、鄭Ο青老師（李Ο蓁、盧Ο慈）、簡Ο宜老師（陳Ο寶、

游Ο萱）、何Ο如老師（黃Ο涵、霍Ο梃）、謝Ο慧老師（黃Ο心、鄭Ο霖）、吳Ο

名老師（周Ο安、高Ο伶）、楊Ο朱老師（陳Ο瀚）、孫Ο卿老師（李Ο凌）、吳Ο

椒老師（楊Ο禎） 

12. 本系獲教育部核定107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甄選大學部師資生幼兒園一般教

師，名額 1名，於 112學年度分發桃園市偏遠地區學校，業於 109年 7月 30日（四）

甄選完畢，由鄭Ο青主任、吳Ο名老師、何Ο如老師、謝Ο慧老師，及桃園市新屋

區笨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李Ο蓁老師擔任評審委員，經甄選結果：正取陳Ο臻（學

號：1073633），備取黃Ο珊（學號：1073650）。擬由鄭Ο青主任協助擔任輔導老師。 

13. 本系獲教育部核定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甄選研究所師資生一般領域(幼

兒園)，需修習特教專長 20 學分，名額 2 名，於 112 學年度分發至高雄市明宗國小

及吉東國小（畢業前通過客語初級認證），經 109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錄取李Ο

蓁（明宗國小）、盧Ο慈（吉東國小）等 2 位同學。擬均由鄭Ο青主任協助擔任輔

導老師。 

14. 109 年 8 月 20 日(四)本系辦理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大二以上)5 名，邀

請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林Ο蓉助理教授、嘉義縣市私立昇學幼兒園吳Ο珠園長、

嘉義市立復國幼兒園陳Ο如園長擔任面試委員，錄取名單業經師資培育中心公告，

錄取同學為吳Ο鵬 1063689、洪Ο翎 1083645、胡Ο1083649、黃Ο瑩 1063683、廖

Ο彥 1083640、陳Ο嘉 1073632（他系缺額流用備取），擬由所屬班導師協助擔任輔

導老師。 

15. 109 年 9 月 6 日(日)上午本系與所學會辦理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與

會同學碩士班約 14 位、碩士在職專班 20 位，感謝本系鄭Ο青主任、吳Ο名老師、

賴Ο龍老師出席座談。 

16. 109 年 9 月 6 日(日)下午本系與系學會合作辦理大學部新生暨新生家長座談會，與

會新生及家長共約 53 人，感謝本系鄭Ο青主任、吳Ο名老師出席座談，同時感謝

系學會全體工作同仁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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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恭賀本系應屆畢業生共 13 位通過「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考試，通過名

單分別為李Ο悅、楊Ο誼、陳Ο、黃Ο綺、鄭Ο霖、吳Ο如、徐Ο寧、邱Ο庭、何

Ο慈、吳Ο芊、林Ο庭、余Ο青、陳Ο瑩等。 

18. 今(109)年教師資格檢定業於 7 月 29 日(三)放榜，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共計 34 人

報考幼兒園師資類科，19人通過檢定，教檢通過率 55.88%，另有非應屆畢業生 2

人通過幼兒園師資類科檢定，另有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1 人及碩士班畢業生 1 人報考

小教師資類科，2人均通過檢定。 

 幼兒園師資類科：鄭Ο霖、鄧Ο冬、黃Ο綺、吳Ο如、李Ο悅、林Ο穎、吳Ο萱、

余Ο青、吳Ο芊、林Ο庭、侯Ο瑜、陳Ο瑩、何Ο慈、高Ο伶、王Ο雯、呂Ο璇、

楊Ο禎、楊Ο誼、黃Ο蓁、邱Ο盈(非應屆)、吳Ο鋅(非應屆) 

 小教師資類科：張Ο真、梁Ο宸 

19. 恭賀本系 98 級萬Ο如系友榮登 109 年度台中地區幼兒園教甄榜首。榜單如下，本

年度共錄取 31 位。 

學號 姓名 錄取縣市或學校 

1003677（大學部） 李Ο娸 新北市附幼正式教師 

1033683（大學部） 陳Ο婷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國小正式教師 

1040816（碩士班） 洪Ο德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小小學正式教師 

1043682（大學部） 蔡Ο家 新北市樹林區山佳國小附幼教保員 

1043715（大學部） 劉Ο毅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小附設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1043688（大學部） 邱Ο婷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正式教師 

1043714（大學部） 張Ο文 新北市中港國民中學附設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1013761（大學部） 黃Ο郁 新北市立板橋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1003672（大學部） 鄭Ο琪 桃園市立桃園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1013764（大學部） 王Ο婕 桃園市平鎮區祥安國小正式教師 

1043718（大學部） 吳Ο綺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43693（大學部） 黃Ο潔 桃園市桃園市立幼兒園正式教師 

1043686（大學部） 徐Ο婷 桃園市蘆竹幼兒園正式教師 

1043697（大學部） 廖Ο敏 桃園市立觀音幼兒園正式教師 

1067256（碩專班） 顏Ο 桃園市立八德幼兒園正式教師 

1043689（大學部） 蘇Ο竹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小附設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0983657（大學部） 許Ο婷 新竹縣幼兒園正式教師正取 4 

0963182（大學部） 黃Ο曼 新竹縣幼兒園教師正取 2 

1033684（大學部） 林Ο菱 台中市大里區健民國小附幼正式教保員 

1033721（大學部） 劉Ο岑 台中市龍井區龍峰國小正式教師 

1043703（大學部） 羅Ο珮 台中市和平區梨山國中小附幼正式老師 

1043722（大學部） 陳Ο蓉 台中市大甲區市立大甲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0943473（大學部） 萬Ο如 台中市北屯區仁愛國小附設幼兒園正式教師(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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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752（大學部） 陳Ο萱 台中市大安區永安國小附幼正式教師 

1043699（大學部） 賴Ο羽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國小附設幼兒園正式教師 

1030806（碩士班） 黃Ο苓 雲林縣崙背鄉中和國小正式教師 

1050820（碩士班） 王Ο詣 雲林縣虎尾鎮中溪國小附幼正式教保員 

0993584（大學部） 蔡Ο豪 雲林縣四湖鄉四湖國小正式教師 

1043709（大學部） 盧Ο英 臺南市立第二幼兒園正式教師 

1043685（大學部） 陸Ο 臺南市鹽水區竹埔國小附設幼兒園正式教師 

1043705（大學部） 邱Ο盈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附設幼兒園正式教保員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 關於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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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務會議代表 1 名：吳Ο名老師 

（2） 院課程委員會代表 1 名：何Ο如老師 

（3） 院教評會委員 1 名（需列正備取）：宣Ο慧老師(正取)、葉Ο菁老師(備取) 

（4） 院圖書建購委員會代表 1 名：賴Ο龍老師 

（5） 師範學院國際及兩岸交流推動小組委員會選任委員 1 名：孫Ο卿老師 

（6） 服務學習委員會代表 1 名：謝Ο慧老師 

（7）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代表 1 名：吳Ο名老師 

（8）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代表 1 名：簡Ο宜老師 

（9） 109-110 國際化推動委員會代表 1 名：葉Ο菁老師 

2. 關於 109學年度本系相關委員會名單推選案，決議如下： 

（1） 本系課程規劃委員代表鄭Ο青（當然委員）、楊Ο朱、簡Ο宜、孫Ο卿、何Ο如、

謝Ο慧，校外委員為畢業校友黃Ο娟、嘉義縣私立昇學幼兒園吳Ο珠園長、國立

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林Ο娉主任、中州科技大學幼兒保育與家

庭服務系張Ο敏助理教授、學生代表為系學會會長。 

（2） 系教評委員會代表鄭Ο青（主任兼當然委員）、楊Ο朱、葉Ο菁、宣Ο慧、簡Ο

宜、吳Ο洳、張Ο銘，另以下為備取委員：吳Ο椒（備 1）、王Ο壎（備 2）。 

（3） 系招生策略委員會委員為鄭Ο青主任、楊Ο朱、宣Ο慧、簡Ο宜、謝Ο慧、吳Ο

名，共 6 位委員。 

（4）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代表為鄭Ο青主任、葉Ο菁、吳Ο椒、孫Ο卿、何Ο如、賴

Ο龍，共 6 位委員。 

3. 關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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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9 月 15 日、10 月 20 日、11 月 24 日、1 月 5 日。 

4. 關於本系 109 年度辦理招生活動以提升弱勢學生就讀本校意願案，決議：10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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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仍由吳Ο名老師及謝Ο慧老師帶領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組成宣傳團隊。 

5. 關於中等學校職業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訂及增設群科案，決議如下： 

（1） 照案通過「家政群幼兒保育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2） 108 學年度不申請增設學科、領域、群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6. 關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申請案，決議如下： 

（1） 本學期核發獎助學金 5 萬元，餘 5 萬元於下學期公告提出申請後核發。 

（2） 陳Ο茵（1063715）、呂Ο璇（1053693）、陳Ο瀚（1053706）、劉Ο岑（1070574）

等 4 位同學獲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優秀學生），各 5000 元。 

（3） 王Ο均（1073646）、黃Ο瑛（1063709）、張Ο忻（1073659）、何Ο慈（1053716）、

王Ο雯（1053684）、吳Ο璉（1070575）等 6 位同學獲珍本奇有限公司獎助學金

（勤學學生），各 5000 元。 

7. 關於本系課程擋修規定修訂案，決議：照案通過。 

8. 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公費生培育與輔導要點修正案，決議：照

案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實施。 

9. 關於本系學生申請 109 學年度碩士學位課程先修初(複)審案，決議：照案通過。 

10. 關於本系教師申請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參訪車費補助申請案，決議如下： 

（1） 本學期因應疫情各班均未安排校外參訪，各班未核銷之校外參觀車資補助費均保

留至下學期，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班至多補助以二萬元為最高上限。 

（2） 2 年級鄭Ο青老師「幼兒園課程設計」校外參觀遊覽車資，由幼兒數位教材研發

學程計畫支應。 

（3） 3 年級楊Ο朱老師「幼兒學習環境設計」、碩士 2 年級簡Ο宜老師「幼兒學習環境

規劃與設計研究」，合併與 3 年級鄭Ο青老師「幼教課程模式」校外參觀，遊覽

車資由幼兒數位教材研發學程計畫支應。 

（4） 1 年級謝Ο慧老師「兒童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至多補助 2 萬元，由碩士在職專

班結餘款經費支應。 

（5） 2 年級何Ο如老師「幼兒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至多補助 2 萬元，由碩士在職專

班結餘款經費支應。 

（6） 3 年級何Ο如老師「幼兒多元文化教育」至多補助 2 萬元，由碩士在職專班結餘

款經費支應。 

（7） 4 年級何Ο如老師「外埠參觀」至多補助 1 萬元，由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經費支

應。 

（8） 4 年級葉Ο菁老師「幼教政策與趨勢」至多補助 1 萬元，由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

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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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本系經費案，決議：系辦筆電暫緩購置，餘照案通過。 

12. 關於 108 學年度幼兒教育類科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案，決議：照案通過。 

13. 關於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修讀學、碩士一貫學程實施要點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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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本學期將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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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學期辦理時間研習為 109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56 節，檢定為 12 月 2 日下午 56 節。 

決議：經抽籤，檢定主題為性別角色、家庭、自我概念。 

提案二 

案由：關於本系課程擋修規定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於 109年 6月 17日針對教保專業知能課程之先修課程修訂本系課程擋修規定。 

2. 因應 109 學年度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基準之課程邏輯，配合先修

課程須增訂「幼兒園教學實習（I）（II）」檔修課程。附件頁 1 

決議：第 2點修訂為「本規定適用本校 109學年度入學後學生」，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關於本系楊Ο朱老師申請投稿國際期刊所需費用之補助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系 102 年 12 月 5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之國際期刊投稿

補助要點辦理。 

2. 該要點補助原則為 

（1）補助總額度由本系系務會議視前一學年度業務費結餘款額度議決。 

（2）每位教師每年補助總金額上限以兩萬元為原則。 

（3）申請人同一研究論文之同一經費項目未獲其他單位補助者始可申請。 

（4）相關成果發表時，受補助人需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3. 本次楊淑朱老師擬申請翻譯費新台幣 1 萬 1,605 元、刊登費新台幣 9,144 元補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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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證明如附件頁 2~頁 13。 

決議：同意補助，補助總金額以兩萬元為限。 

提案四 

案由：關於本系推派 109-110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種子教師名單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務處招生組 109 年 9 月 14 日電子郵件通知，需推派學系種子教師 2位(順位

1及順位 2)，順位 1為主要負責教師。 

2. 新一年度(109-111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即將開跑，預計於 109 年 10 月初辦理新年

度大學招生專業化說明會，確定日期將另行通知。 

決議：本系推派宣Ο慧老師(順位 1)、吳Ο名老師(順位 2)。 

提案五 

案由：關於本系大二僑生王Ο慧同學車禍後續處理案，請討論。 

說明：王生於 9 月 13 日下午於協同中學側門附近發生嚴重車禍，請討論有關醫療費用

之協助事宜。 

決議：與國際事務處討論開立捐款專戶帳號，俟確認帳號後通知系上教師募款。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