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暨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5 年 5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40 分
地點：408 教室
主席：陳雅鈴主任
記錄：蔡惠娟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事項：
1. 請各老師提供本學期 office hours。
2. 實務課程可申請業師搭配授課，未獲教育部補助者，可於當學期開學兩
週內向教務處申請，並進行審查。各系申請之課程數目不限，惟必須於
新臺幣二萬五千元額度內彈性運用。
3. 目前中文系的夜間華語教學在職碩士班有二門課由系上教師授課(幼兒
雙語教育專題研究；幼兒華語教材教法專題研究)，可鼓勵未來有興趣從
事幼兒華語教學的同學們報考。
4. 本系 104 學年度應屆教檢通過率達 94%，感謝各位老師的協助及努力。
5. 碩士班口試的校內口委現在可開放申請校外口委，但仍只有 1000 元審
稿費，請老師自行考量經費狀況，再決定是否邀請校外委員。

貳、宣讀上次（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會議決議事項
暨執行情形：准予備查。
案

由

一、擬補選一位 105
學年度本學系教
評委員會委員，
請討論。
二、擬調整日間碩士
班考試科目，請
討論。

決

議

推薦資訊科學系楊政興老師為系教評外
聘委員。

執行情形
依決議辦理

目前的考試科目為「幼兒教育」，因進行 依決議辦理
了幾年發現這門考科無法了解學生的構
思和邏輯能力，故調整為「幼教專業閱讀
與寫作」，先試辦一年再討論成效。
三、是否調整目前三 因本學系擬於 105 學年度增聘新專任教 依決議辦理
個班制的既有課 師，四專任教師聘任後，再行討論規劃課
程架構，請討
程架構。未來在新增課程時，碩士班可以
論。
以「意識形態與課程」和「玩具研究」先
替換。
四、本學系擬徵聘 刪 除 原 規 劃 的 推 薦 函 和 修 改 部 分 文 字 依決議辦理
「專任教師」簡 後，再依程序辦理公告。
章公告（稿），
請討論。

五、本學系老師是否
有意願合開全英
文授課科目，請
討論。
六、本學系擬申請設
置幼兒華語文教
學學程，請討
論。
七、是否調整本學系
大學部畢業總學
分數，請討論。
八、擬推薦 104 學年
度第 2 學期臨床
教學教師，請討
論。

本學系留美的教師有陳雅鈴主任、鄭瑞菁 依決議辦理
老師、陳仁富老師、陳惠珍老師、蔡宜雯
老師和周梅如老師等 6 位老師可以合開
全英文課程。
華語文教學學程計畫書規劃如附件 2，未 依決議辦理
來再做細部調整。

因本學系為師培系所，考量未來學生須參 依決議辦理
加教師檢定和教育部頒定之教保課程，本
學系大學部維持原畢業學分。
陳老師已於期限內繳交計畫書至師培中 依決議辦理
心，經行政程序並獲核准，有關成果報告
書請依相關表格填報。

叁、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 擬訂定本校「幼兒華語教學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草案，請討論。
說明：
(一) 擬針對本校大學部學生開設「幼兒華語教學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設置
單位為教育學院，課程規畫共計 20 學分(含核心課程必修 13 學分，選修
課程至少選 7 學分)，不另收學分費。
(二) 依本校「學生修讀跨院系所學程設置準則」第九條之規定，修讀本學分
學程之學生，經學程設置單位審核無誤，由本校教務處核發學分學程證
明書。
(三) 檢附本校「幼兒華語教學學分學程」實施計畫逐點說明表如附件 1 和草
案全文如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再提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承上，擬訂定本校幼兒華語教學學分學程實施計畫課程規劃表案，請討論。
說明：
(一)本學程課程規劃分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須修畢20學分，其中核心課程
必修13學分，選修課程至少選7學分。
(二)檢附課程規劃表如附件3、4。
決議：選修課程增加「說故事技巧與應用」，照案通過，再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承上，擬新增本學系「幼兒華語教材教法」課程案，請討論。
說明：
(一)擬新增本學系大學部「幼兒華語教材教法」2學分2小時課程。
(二)檢附新增課程表如附件5。
決議：新增大學部「幼兒華語教材教法」2 學分 2 小時，領域為課程與教學，照
案通過，再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擬新增本學系大學部「教學實務」課程，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104 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課程會議(104.12.31)通過，104學
年度第2學期起教師申請教學助理皆需加選「教學實務」課程，為配合勞
動部來文規定。
(二)本案依照學校課務組開課規定，需追認3級3審。
決議：新增大學部「教學實務」0 學分 0 小時，領域為教育專業，照案通過，再
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新增本學系碩士班「親子休閒活動研究」課程，請討論。
說明：
(一)擬新增本學系碩士班「親子休閒活動研究」3學分3小時課程。
(二)檢附新增課程表如附件6。
決議：新增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親子休閒活動研究」3 學分 3 小時，領域為
行政與社區，照案通過，再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提案六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擬推薦本學系參加 104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名單，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學院4月15日E-MAIL通知，推薦名單繳交期限：105年4月29日
前。
(二)教學績優教師分為「教學傑出績優教師獎」與「創意設計績優教師獎」。
(三)因本學年度準備不及，擬先行推選105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參加。
決議：105學年度推選陳惠珍老師參加「教學傑出績優教師獎」，黃麗鳳老師參
加「創意設計績優教師獎」，請兩位老師可以先蒐集相關資料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本學系申請科技部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審核案，請討論。
說明：
(一)本學系陳雅鈴主任申請本案。
(二)經本學系審核後送院複審。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本學系配合特色大學計畫擬聘用業界教師協同教學案，請討論。
說明：
(一) 名單如下：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應聘老師
陳雅鈴老師 幼稚園管理
1. 觀音國小附幼陳惠雯老師
2. 香潭幼兒園邱士屏老師
3. 天使心托嬰中心劉雪萍園長
4. 田子國小附幼許文一老師
5. 真愛國際幼兒園林麗玉老師

6. 桔康托嬰中心何書蓉老師
陸錦英老師 幼兒觀察B
學正幼兒園賴畇澄老師
唐紀絜老師 幼兒照顧實務與保母職能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張淑櫻老師
(二)本案業經105.3.2教學資源中心簽准核可。
決議：照案通過，再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本學系大學部非師培學生（含放棄師培學生）是否降低畢業學分，請討論。
說明：
(一) 本案於103年11月3日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亦提案討論，
決議：因本學系為師培系所，參考全國各校幼教相關學系畢業學分後，
維持原畢業學分。又於105年2月22日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
提案討論，決議維持原畢業學分。
(二) 本學系目前畢業學分為102~103學年度入學學生144學分；104學年度
入學學生137學分。
(三) 全國各校調查如附件7。
決議：非師培學生畢業學分調整為 128 學分，自 105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提案十
案由:本學系擬申請 104 學年第 2 學期推動學術研究發展獎補助申請案，請討論。
說明：
（一）105 年 3 月 18 日研發處 e-mail 通知 104 學年第 2 學期推動學術研究
發展獎補助申請，至 4 月 26 日受理申請，於 5 月 3 日前送學院辦理
複審。
（二）本學系黃麗鳳老師和蔡宜雯老師擬提出申請，請二位老師必須先向校
外單位申請補助，若未獲通過者，始得申請校內補助。
決議：
（一）黃麗鳳老師申請案照案通過。
（二）專案教師僅能申請學術研究成果獎勵，無法申請學術研究發展獎補助
經費，故蔡宜雯老師申請案撤銷。

肆、主席結論：略。
伍、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