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106學年度第2學期 
第5次系務會議 

時間：107年6月26日（星期二）上午12時10分 
地點：本校民生校區教育系507教室 
主席：李雅婷主任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記錄：劉亭瑜 

壹、宣讀上次會議(107.5.3)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 

教育學系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記載表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本學系學生基本能力

檢核實施要點與檢核

內涵案。 

修正後照案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

自107學年度起入學新生

適用。 

二、本學系108學年度各學

制班別招生名額規劃

案。 

依往年107學年度核定名

額填報。 
依決議情形回報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並擬於

107.06.28召開108招生總

量管制會議審議。 

三、本學系學生抵免學分

要點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情形，已提送106

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

務會議(107.05.22)審議、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
教務會議(107.5.31)審議

通過。 

貳、主席報告 

一、轉知通知：教師評鑑目前是第一週期第三年，至本學年度為止，有 209

位教師接受評鑑，而本年度增加有條件通過，且有 2 位老師評鑑結果為有

條件通過，全校有 325 位教師，尚有 116 位教師（含新進教師）未接受評

鑑，執行率 64.3%，亦請未受評教師，請於第一週期的最後一年務必完成

教師評鑑。 

 目前本系師長已提出評鑑如下： 

      104 學年度教師評鑑：陳 OO、陳 OO、湯 OO 及劉 OO 等 4 位老師 

      105 學年度教師評鑑：楊 OO 及李 OO 等 2 位老師 

二、轉知教務處提醒：最近收到幾件有關教師教學品質投訴案，如未按時上下

課，已違反教學紀律，未來會加強追蹤。此外，課程內容應遵循教學大綱，

若過於偏離主題，或涉及政治、宗教等較易引起教學意見反應。 

三、圖書館新近採購之論文比對系統 Turn It In，將於 7 月 1 日正式啟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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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說明，會在 6 月底前上網公告。未上過該系統教育訓練之師生，屆

時可在圖書館電子資料庫網頁，檢索線上錄影檔學習，圖書館也會在下學

期，陸續辦理教育訓練。 

四、本校師培中心訂於 107 年 10 月 12 至 13 日辦理「第六屆師資培育國際學

術研討會-各科教材教法」，歡迎各位師長鼓勵研究生投稿。 

參、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一）6 月 5 日召開第 1 次系學術委員會；6 月 19 日召開第 12、13 屆系學會

幹部交流座談；6 月 21 日召開第 3 次系自我評鑑工作會議。 

（二）5 月 19 日辦理 2018 教育系/特教系研究生聯合學術研討會，共 125 人次

參加。 

（三）5 月 10 日、30 日分別辦理 AI 屏大智造未來「子計畫十-3：數位閱讀的

導航」數位閱讀融入教學講座共 3 場，主題：「國語領域閱讀理解教學」、

「APP 開發介紹－使用 APP Inventor」。 

（四）5 月 25 日辦理 AI 屏大智造未來「子計畫十-3：數位閱讀的導航」數位

教學工作坊，主題：「兩個世界－從虛擬到現實」。 

（五）5 月 29 日辦理語文科教學深究課程講座，邀請屏東縣崇華國小阮 OO

老師，主題：「作文教學」。 

（六）6 月 11 日辦理 106-2 學期本學系境外生、僑生動手做工作坊，邀請應用

化學系張 OO 老師，主題：防蚊液與精油乳液製作教學。 

（七）進行高教深耕計畫、數位閱讀研究中心學生學習空間改善及教學設備充

實工程。 

（八）規劃 107-1 學期教學實習集中實習及教學演示活動。 

（九）協助辦理師培中心公費生甄選與生涯規劃工作坊。 

二、榮譽榜 

（一）恭喜陳 OO 老師榮升教授。 

（二）教二乙陳 OO 同學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大專校院獎學金。 

（三）本學系通過科技部 107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如下： 

1. 計畫名稱：網路化 ARIZ 教學於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科學教具之操作偏好

與問題解決表現之實驗研究，指導教授：陳 OO，學生姓名：楊 OO。 

2. 計畫名稱：國小中年級國語電子教科書插圖美感之研究，指導教授：李

OO，學生姓名：王 OO。 

（四）歷屆校友 107 學年度錄取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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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市國小一般教師正取：陳 OO (大學部 99 級)、吳 OO (大學部 101

級)、紀 OO (大學部 102級)、張 OO (大學部 103級)、徐 OO (大學

部 104級)、蘇 OO (大學部 105級)、蔡 OO (大學部 105級)、周 OO 

(大學部 106級)。 

2. 桃園市國小英語專長教師正取：郭 OO (大學部 106級)。 

   （五）本學系學生錄取 107 學年度乙案公費生名單： 

1. 原住民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專長：教四甲 何 OO。 

2. 一般生(偏遠及特殊地區)國民小學語文領域英語專長：教三甲吳 OO。 

3. 一般生(偏遠及特殊地區)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專長：教三乙 

邱 OO。 

4. 一般生(偏遠及特殊地區)國民小學一般教師：教三甲施 OO、日碩一 吳

OO、教四乙 黃 OO、日碩二 鍾 OO。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本學系凍結於教育部之10名碩士班師資生名額，擬配合本校108學年

度招生總量規劃調整，回歸本學系碩士班培育，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102年3月27日臺教師（二）第1020041525號函如附件1-1，頁5，原

心輔系大學部與碩士班教心組師資生20名，自102學年度起轉至本學系碩士

班培育國民小學類科師資，惟餘額10名凍結需另經教育部核准增加後再議。 
二、本校108學年度招生總量協調會議訂於107年6月27日（星期三）召開，擬研

議本學系碩士班招生名額20名調整至30名。 
三、調整後本學系碩士班每班將培育高達30名師資生，惟考量歷年日碩報考與註

冊情形及畢業率、課程與教學能量、師生人數等因素，提請討論。 
辦法：本案通過後，擬依教務處招生總量協調作業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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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案由：有關本學系推薦106學年度優良導師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優良導師遴選要點附件2，頁6，第三點規定之遴選方式：每學年8

月前由各學院自訂時程，請導師自行檢附遴選當學年度前二學年相關書面佐

證資料至各學院，並召開院遴選會議選出該學年院優良導師後予以獎勵。各

學院獎勵名額以每院(教育學院含師資培育中心)日、夜間學士班及教育學程

班總班級數計算，每二十班遴選一名為原則，採四捨五入計算，必要時得從

缺。 

二、教育學院 106 學年度優良導師遴選時程預定如下，擬請推薦1位本學系優良

導師人選名單： 
時間 重點工作 工作內容 
107 年 8 月前 公告遴選時程 

推薦導師 
請系所推薦或鼓勵符合資格之導師 
參與遴選(系所推薦或自我推薦) 

107 年 9 月 30 日

截止申請 

導師準備佐證資料 導師自行檢附前二學年(105 至 106 
學年度)書面佐證資料送院長室 

107 年 10 月 30 

日 

召開院遴選會議 選出 106 學年院優良導師 

107 年 11~12 月 頒獎 提學務處於重要集會場合公開表揚 
及敘獎 

   
辦法：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擬依決議提送推薦名單予學院。 
決議：轉知系上教師，鼓勵教師踴躍參加並自我推薦。 
 
 
伍、選舉各項委員或代表：結果請參閱附件3，頁7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同日下午1點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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