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00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間：100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12:10-13:40
地點：282A 會議室
主席：陳國榮主任

紀錄：蕭惠彬

出席人員：丁碧玉老師、林欣瑩老師、林惠玲老師、張美芳老師、陳玉美老師、
陳玟君老師、楊意鈴老師、葉純純老師、劉德烜老師、蔡美玉老師、
魏安竹老師、羅林老師、龔紹明老師（依姓氏排列）
請假人員：王明月老師、陳月妙老師（休假）、紀鳳鳴老師、游文嘉老師（依姓
氏排列）
列席人員：楊雅茹（研究所學生代表）、梁凱勛（大學部學生代表，請假）
壹、頒獎（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長獎學生：胡雅昕、羅敏萍、李琮琪、李
亭緯、林冠樺、胡艾嵐、戴湘容、柯舜鐘）
貳、主席報告：
1.
2.

3.
4.

5.
6.
7.

8.

本系將於 2013 年 11 月間舉辦全國英美文學研討會，屆時請各位老師積極參
與並協助各項業務。
依據本校校教評會 290 次會議決議，修正本校教師聘約第三條為：「教師負
有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擔任導師及出席相關會議等義務」；第十三條
為「教師違反聘約規定情節重大者，依教師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本系將於 100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接受博士班再評鑑。請各位老師務必
到校配合評鑑。若因要事無法參加，必頇以書面正式請假。
100 年 9 月 28 日，Indiana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Lawrence M. Clopper 至本系
演講（王明月老師主持）；100 年 10 月 19 日，台灣大學奚永慧老師至本系
演講（葉純純老師主持）。
100 年 10 月 18 日舉行第 2 次評鑑報告（博士班）特別會議，由系所主管向
出席教師簡報博士班再評鑑事宜。
100 年 10 月 18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通過本系「高關
懷學生協助機制」，請各位老師配合辦理。
本系今年度 8-12 月份導師費，導師生聚活動請於 11 月 30 日前使用（原先
系辦通知於 12 月 20 日前使用），如有餘額將提供系上師生共同活動使用。
（100 年 10 月 18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通過）
101 學度本系研究所招生名額，經學校核定如下：外文碩士班 13 名，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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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13 名，博士班 3 名。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本學期本系學生休學與退學情況如下：
退/休
學

博士班

外文碩士班

英教碩士班

學士班

專班

總數

退學

2

2

1

1

3

9

休學

0

3

10

3

4

20

雖然學生退學或休學大多與個人因素有關，仍請各位導師平日加強關懷，讓
學生都能從本系順利畢業。
院評會通過修訂教師評鑑辦法與教師升等細則，並於 100 年 10 月 13 日通知
各系所配合修正，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及「教師升等細則」暨
相關升等表件修正，將於今日會中討論通過後，提報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請今年必頇接受評鑑或是計畫提升等的老師，特別留意更改的細節。
本年度共有 5 位教師申請學術著作獎勵，並獲得文學院院評會通過。
本系一樓走廊的燈有時整夜開著，浪費電力。希望老師們能宣導，請大家下
課後能隨手關燈。另外，也請老師上完課後，指派上課學生確實關閉所有設
備電源（e-化主機、電燈、冷氣機、電風扇），以免設備容易故障，並能節
約能源。若發現教室設備有任何問題，請通知系辦公室處理。
由陳玟君老師與陳月妙老師所主持之教學卓越計畫「多媒體輔助英語諮詢服
務」，獲得中正 E 報 223 期專題報導。
外國語文碩、博士班委員會與英語教學碩士班委員會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舉
行聯合會議，修訂研究所之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
空間暨預算委員會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召開會議，修訂本系空間使用管理規
則與學生研究室使用管理規則。
100 年 10 月 28 日本系教師舉辦「教學卓越計畫暨前瞻計畫聯合發表研討
會」，會中舉辦三場演講與座談，並有校內外學者專家發表九篇論文。研究
團隊並已出版一本專書，Multimedia-Based Multicultural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Innovative 21st-Century Approaches via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本系一位大四學生上學期在校外發生車禍。經調解委員會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調解（該生導師因為有課無法前往，由系辦湯麗鳳小姐代為出席），學生
賠償對方 6,000 元，達成和解。請各位老師提醒同學們注意自身安全。
分配給各位老師的研究生助理每周工作時數為三小時。請老師們與助理協調
工讀時間，以免發生不必要的困擾。至於在學期末的教學評量中，是否讓學
生填寫「教學助理」這一大項的評量，則由各個老師依實際情況自行決定。
本系目前正舉辦系徽徵件活動。活動辦法與徵件業務委託陳玉美老師所開設
的「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辦理，優勝者將由本系全體師生公開票選產生。本
活動預計經費約一萬元整，由本系業務費支出。此項經費已由會計室核准，
請各位老師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本校 22 週年校慶運動會，感謝以下同學為本系爭光：
項目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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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成績

班際混合大隊接力

外國語文學系 3A

3/7:45.59

田徑乙組學女 400 公尺接力 外國語文學系

2/1:04.64

田徑乙組學男 5000 公尺

外國語文學系楊晁青

1/17’38”66

田徑乙組學女 5000 公尺

外國語文學系陳俐君

3/26’27”65

田徑乙組學男 1500 公尺

外國語文學系楊晁青

1/4’40”69

越野賽

外國語文學系楊晁青

3

男子田徑總錦標

外國語文學系

4

參、宣讀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記錄
決定：通過
肆、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況報告：
一、 鄭凱元教授已同意擔任本系臨時性教師評審小組委員。
二、 張淑麗老師已同意擔任本系課程委員會諮詢委員。
三、 其餘決議事項均已辦理。
伍、各委員會召集人報告：略
陸、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本系「導師制實施細則」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18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會議討
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一。
決議：通過，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一。
提案討論二
案由：本系「空間使用管理規則」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整併「外文系教授研究室使用管理規則」與「外文系多媒體（視聽）教
室、電腦室、實驗劇場等使用管理規則」。
二、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25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暨預算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二。

頁 3/5

決議：通過，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通過後條文如附件二。
提案討論三
案由：本系「學生研究室管理規則」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整併「外文所暨英語教學所學生研究室使用管理規則」與「外文所暨比
較所學生研究室使用管理規則」。
二、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25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空間暨預算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三。
決議：通過，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通過後條文如附件三。
提案討論四
案由：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0 年 10 月 13 日（100）中正（文）字第 01001013 號通知辦理。
二、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31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四。
決議：通過，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全案提送文學院院評
會審議。
提案討論五
案由：本系「教師升等細則」條文暨相關升等表件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0 年 10 月 13 日（100）中正（文）字第 01001013 號通知辦理。
二、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31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三、 相關升等表件修正：本系「升等專門著作成績評分表（表 A）」、「教
師升等研究成績評分表（表一）」
、
「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評分表」（表二）」、
「教師升等服務及輔導成績評分表」（表三）」、「教師升等評分成績總
表」、「升等期刊點數計算表」。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暨相關升等表件請參考附件五。
決議：通過，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五。全案提送文學院院評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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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六
案由：本系「博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整併「外國語文研究所博士班博士班修業規定」與「國立中正大學外文
系博士班章程」。
二、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25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外國語文碩
博士班暨英語教學碩士班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六。
決議：通過，本規定自 101 學年度開始實施。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
如附件六。
提案討論七
案由：本系「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整併「外國語文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規定」與「英語教學研究所碩士班修
業規定」。
二、 本案經 100 年 10 月 25 日本系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外國語文碩
博士班暨英語教學碩士班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提案本會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七。
決議：通過，本規定自 101 學年度開始實施。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
如附件七。
提案討論八
案由：本系「內部評鑑實行辦法」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條文內容，以符合大學系所評鑑時程。
二、 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與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件八。
決議：因下次大學系所評鑑之項目與「內部評鑑實行辦法」所設定之內容不同，
決議廢止此辦法。本系於下次正式評鑑前一年半，由系所主管召集並組成評鑑籌
備特別委員會，進行自我評鑑準備工作。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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