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系務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系教材教具室
主席：林主任佳範

紀錄：陳昀嬋

出席：李琪明教授、曾永清教授、王錦雀副教授、蔡居澤副教授、劉若蘭副教授、劉恆妏副
教授、謝智謀副教授、陳素秋副教授、陳永龍副教授、楊智元助理教授、呂啟民講師、
陳翊芸助教、林碧芬助教、陳昀嬋行政專員、研究所程子窈同學、大學部陳光耀同學
列席：李立旻專責導師
未出席：張雪梅教授、黃信豪教授、吳崇旗教授、劉秀嫚副教授、周有熙副教授、林安邦副
教授
甲、 報告事項
壹、主席報告
貳、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系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期初系務會議(105.11.14)
提案序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暫不訂定相關規範及罰則，先
本系板書練習場使用
提案一
採在該區域張貼使用注意事 依決議執行。
規則，請討論案。
項提醒同學即可。
有關本組系所評鑑
請謝智謀老師協助提供「活動
「回應委員暨自我改
提案二
實務實習」學習內容附件，其 依決議執行。
善計畫書」，請討論
餘內容依會議討論修改之。
案。
有關本系教師升等辦 修正後通過，修正後辦法如附 有關本系所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法，請討論案。
件 1。
業經
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日一○
五學年度第二次臨時院教評會
提案三
議通過
民國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第
289 次教評會備查
民國一○六年三月十三日師大
公領字第 1061005715 號函發布
參、工作報告
一、教務
學士班教務
1. 本系 106 學年度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考試，報名人數合計 67 人（1 人缺考）
，招生名額 30
名，試務工作進行中。
2. 本學期進行甄選童軍增額師培生，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有志於童軍教學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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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提出申請。
3. 本學期「財務金融學分學程」甄選，將於 4/17~4/21 報名，預定錄取 50 名。
研究生教務
1. 本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一般招生考試，報名人數合計 76 人，招生名額 16 名，試務工作進
行中。
2. 本學期博士班資格考試，共計藍莉涵、劉荐宏、廖奕璿、蕭伊蝶等 4 人提出申請，試務工
作進行中。
二、學術發展
1.
2.

業於 106 年 3 月 25 日舉辦「素養導向的公民與社會課程教學實務研討會」實務研討會。
本校將於 106 年 4 月 19 日舉辦「第三週期自我評鑑-系所評鑑追蹤改善說明會」
，本系需
於 106 年 5 月 20 日前召開「系級評鑑委員會」
，並提交「自我評鑑改善重點表」
，待「校
級評鑑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應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前繳交「自我評鑑改善檢核表」。

三、人事
1.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吳崇旗教授為本系專任教師。
2. 本系徵聘社會領域、公民教育課程與教學專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一名，收件至 106 年 3
月 20 日止。經系教評會議討論後決議，專長與本系需求均不符合，將再研議後續辦理情
形。
3.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教師評鑑者，請於 106 年 8 月底前將評鑑資料送交系辦公室。
四、實習輔導
本學期辦理大五實習學生模擬試教及口試，返系日期為
4/14(五)-試教模擬演練
4/21(五)-口試模擬演練
五、學生事務
學士班學生事務
1.本學期(105-2)「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優秀學生選拔」名單：
105-2
優秀學生
優秀學生獎學金
一甲
許睿言
陳羽婷
一乙
孫偉智
李依潔
二甲
李立聖
曾戎
二乙
蕭景瑜
王睿華
三甲
劉羽芸
鍾昀庭
三乙
王鼎鈞
歐姿儀
四甲
陳令家
陳秀彥
四乙
江采諭
張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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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書卷獎名單：
1 甲 薛宇靜 1 甲 陳羽婷 1 甲 連芯誼
2 甲 曾 戎 2 甲 謝易耘 2 甲 施安祈
3 甲 洪瑄璟 3 甲 曾化淳 3 乙 黃子玲
4 甲 劉彥均 4 甲 陳秀彥 4 甲 楊皓珺

1 乙 李依潔
2 乙 王睿華

1 乙 李欣怡 1 乙 顏維萱
2 乙 李安庭 2 乙 葉欣穎

3 乙 方世佳
4 乙 陳玟卉 4 乙賴盈妤

研究生學生事務
105 學年第二學期「博、碩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1. 博士班：簡信男
2. 碩士班：蔡昇宏、陳岱均、王伊君
在職專班學生事務
105-2 優秀學生獎學金獲獎者
1.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何曼寧
2.學生事務在職專班 張耘瑄
3.活動領導在職專班 方 傑
六、總務
1. 完成討論室(一)天花板整修(含電燈重配)
2. 呂啟民教師研究室牆面重做工程(進行中)。
3. 完成系學會牆面重做工程(進行中)。
4. 編列 106 年度圖儀採買。
5. 辦理 106 年童軍獎學金。
七、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
1.

經「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編輯委員會決議，第 25 輯主編為陳素秋老師、第 26 輯
主編為楊智元老師。

2.

第 25 輯主題「12 年國教專題」。

3.

第 26 輯主題「理財與經濟教育」。

李專責導師立旻報告
1.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進行團體輔導(含講座)63 場次、個別輔導 359 人次。

2.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轉介 3 位高關懷個案。

3.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將針對三年級團體輔導。

4.

105 學年度第 2 學將與系學會共同辦理 6 場生涯講座(航空業、公民視野、財經、升學、
教師實務、NGO…等)。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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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招生委員會：如教務工作報告。
系教評會：如人事工作報告。
學生活動（系學會長陳光耀報告）
一、 康樂及宣傳活動：
1. 3 月 23 日晚間業於本系公團部辦理系卡「校園歌喉爭霸戰」。
2. 預計於 4 月初發行本會第 3 期期刊，屆時會再 e-mail 給全體師生。
3. 依本系今年度第一學期兩次系務會議師長多次意見反映，將於本學期 4 月底開始辦理
「公領好公民」宣傳活動，將以從教室、走廊環境開始改造，美化及張貼標語，並融
入抽獎活動，以增加同學參與度，祈提升本系學生公民素養及道德意識。
4. 6 月 1 日晚間於本校綜 210 辦理今年度公領之夜「深思力竭」
，將以媒體識讀為主軸。
二、 學術及職涯活動：
1. 3 月 6、7 日中午業於本系公團部辦理今年度「輔系、雙主修暨學分學程說明會」
，以
提供本系學生生涯及進路規劃方針。
2. 3 月 15 日上午由本會向就輔中心申請補助，辦理本學期企業參訪，前往中國廣播電
臺參訪，共計 35 人參與，業經辦理完畢。
3. 4 月 26 日晚上於誠 101，辦理「眼球觀天下：公民媒體的力量」對談，邀請網路媒體
「眼球中央電視台」主播視網膜主講。（感謝專責導師協助申請就輔中心職涯活動補
助、借用場地）
4. 5 月 3、10、18 日晚上於誠 305/307，辦理「公領大師系列講座」
，以「川普之後」為
主軸，分別探究對國際政治、經濟及多元文化之影響，邀請去年自本系退休三位教授
（溫明忠老師、鄧毓浩老師及董秀蘭老師）主講。（感謝系辦公室協助向總務處辦理
教室借用）
5. 5 月 24 日晚間辦理「說話的藝術」講座，邀請本校學生輔導中心專業講師進行專題
演講。
6. 4 月 24 日、5 月 4、11 日與專責導師合作，分別辦理研究所升學（法律、教育、財經
領域）、職涯就業（金融、NGO）及教職現場（在職教師系友）等三場講座。
三、 對外重大活動：
1. 3、4 月與地理系學會、歷史系學會合作辦理「社會領域三系運動聯賽」（桌球、壘球、
籃球、羽球、排球等項目）。
2. 5 月 22 至 26 日於誠正走廊辦理今年度公領週「愛，領我前行」，將規劃多元展區擴
大辦理，包含公領系（愛分享）
、緬麗伊甸園（愛地球）
、之夜售票（愛社會）及系學
會選舉（愛公領）。
四、 暑期服務活動：
1. 本系第 47 屆民生建設訪問隊已開始籌備，將於 7 月 3 至 7 日正式出隊，共計大一二
33 名學生參與，由 108 級游羿菁、黃奕瑄擔任隊長。
2. 本系第 10 屆緬麗伊甸園國際志工服務隊已開始籌備，擬於 7 月 20 日出隊，共計 12
名學生（含外系 3 名）及 12 名在職或退休教師（含顏妙桂老師、系友黃素貞老師、
系友邱敏慧老師及在職專班學生劉韋廷老師）共同參與。今年度由 108 級陳光耀擔任
總籌。
五、 對外榮譽：
-4-

1. 本會榮獲本校 105 學年度新生營伯樂大學堂學習時間方案規畫特優。
2. 本系第 46 屆民生建設訪問隊榮獲本校全人教育中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暑假服務學
習課程成果發表手冊組最佳服務獎。
3. 本系第七屆公領營榮獲本校全人教育中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寒假服務學習課程成果
發表手冊組最佳服務獎。
六、 誠摯邀請師長共同參與各項活動，不吝給予指教。
乙、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審稿辦法，請討論案。
說明：
一、為能發展本學報豐富性，本學報徵稿範圍將包含：
「學術論文」與「實務分享」兩
大類。其中「學術論文」類稿件採「雙審」的審查方式；而「實務分享」則交由
本刊編輯委員會提出討論並決議是否採用。
二、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審稿辦法，修改如附件 1。
決議：
一、審稿辦法標題加上「學術論文」。
二、有關學報發展方向、是否增加實務分享，與相關的採計認定，付委系務發展委員會
進一步研議，再提編輯委員會議討論徵稿辦法之修訂。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學會長陳光耀

案由：本系學生借用教室方便，惟未有適當規範，致使借用浮濫，無法有效分
配公共資源，另欲授權系學會統一管理服務學習資源教室及儲藏空間，
故擬修正教室借用辦法，請討論案。
說明：
一、 隨本系學生活動日趨多元，惟借用教室名義未能統一，造成系辦公室審駁時，未能
有效阻止冒名借用情事發生，罰責無法有效執行。
二、 本系目前教室借用偶有「借用卻未使用」，或「借用時數不符實際使用情形」，致使
排擠系上同學教室空間使用之情形，故擬增訂借用上限及取消借用相關辦法。
三、 為使教室能有效分配，擬增訂開放借用起始日，以避免預先大量借用，致使他人無
法借用。
四、 本系服務學習資源教室及儲藏空間常年無人管理，自系學會於本學年度第一學期配
合系所評鑑活化空間使用後，成效良好，提升服務品質，亦提供本系各學生團隊及
活動的置物空間，故擬授權系學會統籌管理，並據以擬定管理及借用辦法。
附件：修正草案、擬修正借用單，如附件 2。
決議：
一、辦法修正後通過。
二、系學會應根據教室借用辦法，擬定管理規則後，送交系辦公室備査。
三、教室借用單由系辦公室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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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學會長陳光耀

案由：本系網站許久未進行模組更換，設計較欠缺使用便利性，美感設計亦有
所不足，常年恐影響本系對外形象及招生事宜，建請撥予經費重新改版
建置，請討論案。
說明：
一、 近年來，網路科技發展快速，網站已成為外部資訊獲取之重要來源，本校行政單位、
學術單位亦陸續將網站改版，進行架構調整及美感設計。
二、 本系網站已常年未進行改版，資訊較為零散且部分未有更新，對高中生及社會人士
接觸本系資訊較為不利，恐影響本系形象及高中生申請就讀意願。
三、 為提升本系專業、多元之意向，並方便本系師長、同學及社會人士方便使用，建請
撥予經費重新改版建置。
決議：由系辦公室與系學會共同討論後，依學校規定提出系網站擬調整事項，並送交系務會
議決議。
提案單位：系學會長陳光耀

提案四

案由：本系九樓及十樓電梯出口常年未予美化，致使燈光昏暗，且未有明顯本
系之系名及意向，恐影響本系形象，建請撥予經費進行本系門面之整體
規劃及美化，請討論案。
說明：
一、 本系九樓及十樓電梯出口作為對外形象之門面，但常年未予整修，致使老舊、燈光
昏暗，且不具明顯系名及意向營造。
二、 為使外賓、本校教職員工生及高中生蒞臨本系得感受本系之專業、多元形象，並增
進本系師生之認同感、榮譽感，同時營造友善學習環境，建請撥予經費進行整體規
劃及美化。
三、 十樓改造建議方案如下：
（一） 拆除現有儲藏空間之牆面，將儲藏空間另作安排，使室內空間光源充足、自
然採光佳，並將空間活化利用，設置作為開放討論空間，以增進師生互動、
交流，並將週邊牆面一併整體規畫及美化。
（二） 如現有儲藏空間牆面經校方評估，有建築結構安全考量不得拆除，則保留現
有儲藏空間，並將獎盃櫃移至他處（或將獎盃另作安置），將獎盃櫃後及周
邊之牆面進行美化。
四、 九樓改造建議方案如下：
（一） 與東亞系協調，將靠近本系圖書館一側牆面，進行規劃建置明顯系名及意象。
（二） 如上開牆面空間未能使用，則改以利用門上空白空間進行規畫。
五、 建議參考教育學院增購一電子佈告欄，放置十樓電梯口處，得輪播本系重要活動照
片或宣傳海報、榮譽榜單、重要公告事項，得提倡環保、少紙化，並同時增進宣傳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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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ㄧ、空間改造依建議方案方向執行，交付系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並邀請外部專業人士參
與。
二、電子布告欄由系辦公室訪價後，交付系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丙、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有關本系徵聘「社會領域」專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請討論案。
說明：
一、經系教評會討論，因專長未符本系需要，故從缺，皆不錄取。
二、針對本系未來系務發展與教師聘任人選，是否付委系教評會與系務發展聯席會議
研商辦理。
決議：同意付委。
丁、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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