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系務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系教材教具室
主席：蔡主任居澤

紀錄：陳昀嬋

出席：本系專任教師及學生代表
列席：師培學院徐秀婕講師、本系專責導師
甲、 報告事項
壹、主席報告
貳、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系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期末系務會議(107.06.25)
提案序

案由

決議

擬請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提案一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師 照案通過。
評審作業要點」，請討論案。
擬請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提案二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師 照案通過。
評鑑作業要點」，請討論案。
本系「學生事務」「活動領導」
及「公民社會教學」碩士在職
專班之「論文計畫暨碩士學位
提案三 考試辦法」及「課程及修業規 照案通過。
定（107 入學年度起適用）」，
以技術報告代替論文案，請討
論案。
本系總整課程實施辦法，請討 照案通過。
提案四 論案。

執行情形
有關本系所教師評審作業要點業
經民國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一○
七學年度第一次院教評會議通
過，送校教評會備查。
有關本系所教師評鑑作業要點業
經民國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一○
七學年度第一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參、工作報告
一、教務
學士班教務
1. 106 學年度入學之二階師培生甄選，將錄取 31 人，預定 11/19(一)上午進行口 試，試務
工作進行中。
2. 本系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審，共 26 位同學提出申請，進入面試名額共 19
人，共計錄取孫偉智等 7 人。
研究生教務
1. 本系 108 學年度博士班推甄考試報名將於 10 月 9 日截止，各組已報名並繳費之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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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公民教育組
學生事務組
戶外教育與活動領導組
報名人數
招生名額
4
2
2
書面資料預計於 10 月底前完成審查，口試訂於 11 月 4 日，錄取名單將於 11 月 16 日公布。
各項試務工作懇請老師協助，謝謝。
2. 本系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報名將於 10 月 9 日截止，各組已報名並繳費之人數如下：
組別
公民教育組
學生事務組
戶外教育與活動領導組
報名人數
招生名額
7
4
4
書面資料預計於 10 月底前完成審查，口試訂於 11 月 3 日，錄取名單將於 11 月 16 日公布。
各項試務工作懇請老師協助，謝謝。
3. 本學期博士班資格考試，共計劉彥暉、周百信、謝岱玲、簡信男、李育逢等 5 人提出申請，
試務工作進行中。
4. 108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入學，簡章將於 107 年 11 月 8 日（四）公告，12 月 5 日（三）至
12 月 14 日（二）開放網路報名，歡迎鼓勵學生踴躍報考。
二、學術發展
1.
2.

3.
4.
5.

本學期學術專題演講業於 107 年 9 月 10 日（一）上午 10:00 辦理完畢，主講人：周有熙
副教授，講題：「匯率模型的設定問題與景氣衰退預測」。
本學期學術專題演講業於 107 年 9 月 10 日（一）下午 14:00 辦理完畢，主講人：陳素秋
副教授，講題：
「勞動與性別體制的再探問：臺灣工業化時期女性離返移工的性別實踐與
工作認同」。
本校 107 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受理申請時間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請有
意申請之師長，務必於期限前逕上研發處系統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本校 107 學年度研究諮詢小組，教育學院窗口為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張鳳琴教授，
若有需要協助及諮詢撰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相關問題，得逕向窗口提出諮詢需求。
依據本校第三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及追蹤考核機制流程（詳如附件 A），將於 107 年
12 月 1 日開始執行本系發展重點，未來 108 年至 111 年配合教育學院相關活動進行交流
觀摩（每年 1 次）。

三、人事
1.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續聘張雪梅教授、何慧卿副教授、蔡昕璋助理教授、李元德講師、卓
瑞蘋講師、謝宜蓉講師、蕭如軒講師等七位為本系日間部兼任教師（占員額）。
2.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續聘陳新民教授為本系日間部兼任教師（不占員額）。
3.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教師評鑑，請接受評鑑之教師於 108 年 2 月底前將評鑑資料送交
系辦公室。
四、實習輔導
1.

本學期大五教育實習返校座談照校定時程辦理，大五實習生訪視按排定日程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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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事務
學士班學生事務
1.107 學年度各班學術與生涯導師配置：
主任導師：蔡居澤主任
公四甲、公四乙：王錦雀老師
公三甲、公三乙：楊智元老師
公二甲、公二乙：周有熙老師
公一甲、公一乙：劉恆妏老師
2.本系 106 學年第 2 學期智育獎(原書卷獎)獲獎名單：
一甲劉妙玟 一乙羅琪玟 一乙張妙德
二甲薛宇靜 二乙吳宜蓁
三甲曾戎 三乙王睿華
3.本系五育獎學金、優秀學生選拔及傑出學生推薦名單，將於系務會議結束後，召開本系輔
導與服務委員會討論。
研究生學生事務
1.

107 學年度研究生新生導師：曾永清老師、主任導師：蔡居澤主任。

六、總務
1.
2.
3.

完成討論室（一）及研究所（三）數位講桌裝置。
完成公領系意象牆工程。
完成設置意象牆後討論休憩區桌椅。

4.
5.
6.
7.

完成研究所（一），及討論室（一）老舊冷氣汰換。
完成誠九樓及十樓走廊洗地/打蠟工程。
完成 107 學年度財產抽檢。
完成學生信箱設置（放置於公團部走廊底端）
，共設置為「一、二、三、四年級、系學會、
碩博班」
。
十月份安排四樓麥克風干擾檢測及本系誠九樓、十樓電路檢測。

8.

七、國際事務
1.

陳素秋副教授於 107 年 7 月 15 日至 107 年 7 月 18 日參加「world congress on education
2018」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

楊智元助理教授於 107 年 7 月 20 日至 107 年 7 月 22 日參加「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 2018
年會 The Global Chinese Real Estate Congress (GCREC) 2018 Annual Conference」國際學
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八、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報
第 25 輯學報稿件正進行審稿作業中。
-3-

李專責導師立旻報告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系招生委員會：如教務工作報告。
系教評會：如人事工作報告。
乙、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追認本系五育獎學金實施要點，請討論案。
說明：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五育獎學金要點」訂定，經本系輔導與服務委員會 107 年 6 月
25 日修正通過，如附件 1。
二、為配合 107-1 學期之申請時程，本要點經導師會議討論後，107-1 學期先提供學
生申請，並提本次系務會議追認。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博士班學生下修碩士班課程可否計入畢業學分，請討論案。
說明：
一、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博士班生修習碩士班課程，除系所另有規定外，均計入畢業學
分。
二、本校其他系所現行規定：
（一）心輔系、人發系、社教系、英語系、國文系：均不可計入畢業學分。
（二）教育系：可計入自由學分。
（三）歷史系：不鼓勵。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系學士班課程架構及系必修系選修學分數，請討論案。
說明：有關本系學、碩、博班非師培課程改革及強化，提請系務會議確認課架及學分數比例
後，再付委請各學術分組討論後續課程之增修。課程架構圖（草案）如附件 2。
決議：

丙、
丁、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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