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幼教系辦公室會議室
主席：陳惠珍主任

記錄：張馨方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事項：
一、 今年科技部線上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108 年 1 月 2 日上午 8 時整，請申請的老師千萬不
要延遲，研發處今年絕對不會再通融，請老師務必遵守本校的截止期限。
二、 11 月 1 日行政會議，教務長特別轉達校長指示：論文計畫發表或口考，現場的點心
或是之後的聚餐，若是由學生付費會有廉政疑慮，要避免。
三、 自本學年度開始，四年級實習成果展每組同學補助$500 元的海報列印費。
四、 幼教專班業務自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從進修推廣處轉移至本系，進修推廣處僅負
責學籍管理，其餘事務皆由本系承辦。
五、 12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為校友回娘家，下午 1:30 為第二屆系友大會，請鼓勵本系
畢業系友（不含大五實習同學）踴躍參加。

貳、宣讀上次（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暨第 2 次系招生委員會議）
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

由

決

議

一、本學系教師申請 照案通過，再提院學術會議審查。
107 學年第 1 學期推
動學術研究發展獎
補助案，請討論。
二、本學系推薦陳惠 照案通過，再提院級會議審查。
珍主任參加 107 學
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學系評分案，請討
論。
三、本學系推薦陸錦 照案通過，再提院級會議審查。
英老師參加 107 學
年度優良導師學系
評分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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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
依決議辦理，
並將教師申請
單送院。
依決議辦理。

依決議辦理。

四、有關本學系英語 將英語檢定畢業門檻調整至新多益 450 分以上自 108 學年度 依 11 月 1 日行
檢定畢業門檻案， 入學學生適用。
政會議主席指
請討論。
示，英文門檻
分數標準整體
由通識教育中
心訂定，故本
案撤案。
五、有關本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集中實習時間提早至第 10 及 11 周 依決議辦理。
107-2 集中實習時
(108/4/22~108/5/3)。
間案，請討論。
六、有關本學系 108 不修訂，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
班招生簡章，請討
論。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本學系擬徵聘「專任教師」簡章公告（稿），請討論。
說明：
（一）(107.5.2)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經本學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後，依序遴薦劉豫鳳老師和林思騏老師 2 位候選人，保留
一名名額至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再聘，再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二）依 107 年 10 月 22 日 108 學年增聘教師員額研商會議，本系曾公告徵聘 2 位教
師，107 年 8 月 1 日起聘，但只聘得一名，另一名延於 108 學年增聘。
（三）檢附徵聘「專任教師」簡章公告（稿）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擬修正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規定案，請討論。
說明：
（一）擬修正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第 2 點規定，並追溯至 107 學
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二）檢附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修正後全文如
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有關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比對之相似度指數畢業標準，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圖書館新購置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依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共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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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辦法第二條第八點「學位論文上傳前，應經論文比對系統比對，結果經指導
教授簽名後，始得畢業」，相似度指數部分由各系自訂。
（二）請討論有關本系研究生論文比對之相似度指數畢業標準。
決議：訂定研究生論文比對之相似度指數為30%。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幼兒教育學系系辦
案由：有關本學系教師所提學術升等著作條件案，請討論。
說明：檢附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實施審查要點及教育學院提供各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條件
供參。
決議：本系教師所討論學術升等著作條件如附件 3，並提送教育學院參考。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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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徵聘「專任教師」1 名(稿)
一、資格條件：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二)具備幼兒教育專長 (人文藝術領域、課程與教學領域尤佳)；並有幼教相關研究著
作者（應屆畢業生可以博士論文替代）。
(三)具幼兒教學（或臨床教學）實務經驗者優先。
二、工作內容：
(一)擔任「幼兒教育學系」課程教學。
(二)支援本校學程、其他系所課程教學。
(三)協助其他相關行政工作。
三、申請資料：
(一)應徵教師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詳細中文履歷表(含自傳貼照片)。
(三)最高學歷證書、成績單(持國外學歷者，請將學位證書及成績單送至駐外單位辦理
認證；如無成績單者，請提供修業學校歷年行事曆或由修業學校教務相關行政單
位出具修業期間之證明文件並送交駐外單位驗證，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書)及身
分證等之影本。
(四)學術著作(含博碩士論文)：
1、若具有大專院校教師身分者，請提供五年內相關著作目錄及參考著作抽印本。
2、若具博士學位而未曾送審大專院校教師資格者，除提供五年內相關著作目錄
及參考著作抽印本外，另附博士論文三本，俾利爾後外審。
(五)教師證書(已具備者)或與應徵職務相關之證照影本。
(六)有教學經驗者需檢附歷年所有任教科目之學生意見調查回饋表。
(七)幼兒教育相關領域可授課大綱 3-4 份。
(八)其他有助審查之相關作品、得獎證明或相關經歷文件影本。
(九)應徵者請務必自行填妥
1、應徵人員名單 Word 檔（並以 E-Mail 傳送至 chie3883@mail.nptu.edu.tw）
2、簡要資歷表 excel 檔(並以 E-Mail 傳送至 person@mail.nptu.edu.tw）
四、收件截止日：
108 年 2 月 1 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將上述相關證件資料(請註明應徵幼兒教育學系
專任教師)寄至：屏東市民生路 4 之 18 號 國立屏東大學人事室。
五、擬起聘日期：108 年 8 月 1 日起。
六、本案聯絡人：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張小姐；聯絡電話：（08）7663800 分機 31501。
七、備註：
(一)具全英語教學能力及教學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二)經初審符合資格者，由用人單位通知到校參加面試；若應徵者未具有大專合格教
師證書，經初審、面試通過後，應附博士論文三本，經外審通過後，方得提報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依本校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規定，自 105 學年度起，本校新進教師應至遲於到校後
六年內通過教育部審定教師資格升等，如未於限期內通過升等者，應依該辦法第 4
條規定予以督促改進。
(四)如需退回資料者，請自行備妥回郵及信封。
(五)進入複試者，需準備一場專題講座（題目自訂）
，開放讓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師生聆
聽；專題講座之表現亦為複試評分項目之一。
(六)其餘詳情請至本校網頁最新消息處自行下載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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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點修
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本所研究生在修業期間

2.本所研究生在修業期間

需參與學術活動，參與

需參與學術活動，參與

方式包括：於期刊、雜

方式包括：於期刊、雜

誌、研討會或系上專題

誌、研討會或系上專題

課程至少公開發表論著

課程至少公開發表論著

一篇（期刊檢具投稿證

一篇；參與教育研討會

明，其餘檢具發表證

至少 20 小時，始得申請

明）
；參與教育研討會至

碩士論文口試。

少 20 小時，始得申請碩
士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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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內容潤飾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
實施要點
93.12.2 本學系 93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94.9.22 本學系 94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9.22 本學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1.13 本學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倡導幼兒教育研究所（以下稱為本所）學術風氣，提升學術研究水準，鼓勵研究生參與
學術活動，特定本要點。

二、原則及方法
1.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包括教育相關之學術論著發表和學術研討會。
2.本所研究生在修業期間需參與學術活動，參與方式包括：於期刊、雜誌、研討會或系上
專題課程至少公開發表論著一篇（期刊檢具投稿證明，其餘檢具發表證明）
；參與教育研
討會至少 20 小時，始得申請碩士論文口試。
3.本要點配合「參與學術活動認證表」實施，每次參與學術活動後將註明參與時數的研習
條貼黏於認證表上，以為憑證。公開發表之論文，則在申請論文口試前交出影印一份，
以玆證明。
4.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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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幼兒教育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條件
申請人所提學術升等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副教授升教授：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送審著作至少發表一篇於 SCI、
SCIE、SSCI、A&HCI、TSSCI、EI、THCI 等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或至少
發表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收錄期刊兩
篇(含)以上期刊論文，或獲本學院所認定之相同等級期刊論文。
二、助理教授升副教授：送審著作至少發表一篇於 SCI、SCIE、SSCI、A&HCI、TSSCI、
EI、THCI 等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或至少發表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
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收錄期刊一篇(含)以上期刊論文，或獲本
學院所認定之相同等級期刊論文。
三、講師升助理教授：至少發表於「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實施方案」收錄期刊一篇(含)以上期刊論文，或獲本學院所認定之相同等級期
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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