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12:10-13:30
地點：282A 會議室
主席：林惠玲主任

記錄：蕭惠彬

出席人員：丁碧玉老師、林欣瑩老師、張美芳老師、陳月妙老師、陳玟君老師、
陳國榮老師、游文嘉老師、楊意鈴老師、葉純純老師、蔡美玉老師、
羅林老師、龔紹明老師（依姓氏排列）
請假人員：紀鳳鳴老師
缺席人員：王明月老師、劉德烜老師
列席人員：林志鴻（請假，碩士班學生代表）、楊雅雯（請假，學士班學生代表）
壹、頒獎：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長獎獲獎學生：林靖婷、簡嘉昱、蕭云婷、
陳慧安、陳妙慈、吳珮甄、張慧欣、張弘儒
貳、主席報告：
1.

2.

3.
4.
5.

恭喜本系 104 年自我評鑑結果，已通過。4 月 11 日收到校方通知，本校 104
年自我評鑑結果，全數通過。緊接著必須於 4 月 18 日（一）前，繳交自我
評鑑結果認定之自我持續（改善）方案。因此，4 月 14 日召開系所自評工
作小組會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填寫持續（改善）方案。感謝參與工作小組
同仁於時間內分工完成填寫持續（改善）方案。
恭喜本系碩士生官柏成、許雅嵐獲英語字彙與聽力金腦獎，大四生蔡依婷、
大三生洪嘉蓮獲英語聽力金腦獎，以上獎項由教育部委託新竹教育大學舉辦
之師資培育盃活動頒發。
恭喜本系碩士生官柏成、大五生陳玉聖及本系系友羅惠尹獲 2016 全國學術
英文單字達人團體競賽冠軍。
恭喜本系學士班學生大四許芳庭、大三楊若吟、黃秶琪、洪嘉璟及大二黃巧
臻獲學校國際處獎助，暑假赴瑞士日內瓦短期交流。
本系一年級蕭瑜君、二年級陳建智同學在外交部舉辦「105 年國際青年大使
交流計畫」中進入決選，現進行最後的網路票選階段，票選成績占總成績的
10％。如果順利獲選，暑假期間將代表台灣去國外交流。兩位學生網路編號
為 611 號蕭瑜君、693 號陳建智，投票期間為 5/24 中午 12:00~5/28，每天
都可投一票，敬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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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3 月 25 日，本系獲核定「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一系一專題」補助
經費 2 萬元，全案須於 11 月 30 日前執行完畢。另，本系獲「105 年度教學
卓越計畫子計畫：4-2 課程精進暨學生學習成效落實」經費 12,189 元，即日
起至 10 月 31 日前執行完畢。
3 月 29 日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本系 105 學年度本系專、兼任教師續聘案；
5 月 23 日討論專任/專案教師徵聘案。
3 月 29 日課程委員會討論 105 學年開排課、105 年一系一專題之實務專題競
賽因經費補助有限，將以英語說故事活動為主，配合大一、大二聽講課程，
禮券鼓勵（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佳作 5 名，
各 500 元），其餘費用製作有本系系徽設計的紀念品，原子筆等。
4 月 12 日及 13 日本系兩碩士班 105 學年度錄取新生報到情形：外國語文學

碩士班報到 5 位（含 3 位甄試生）；英語教學碩士班報到 14 位（含 6 位甄
試生）。
10. 4 月 15 日順利完成本系 105 學年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共有 46 位考
生（43 位出席，3 位缺席），正取生錄取 18 位，備取生錄取 24 位。感謝 3
位口試委員及 1 位命題暨閱卷委員的協助。
11. 4 月 24 日至 5 月 24 日招生委員會審查 105 學年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本系學/
碩士班、及 105 學年本校姊妹校學生申請交換至本系一學期。
12. 4 月 26 日校長與本系教師座談，有關本系科技部研究計畫通過率的提升；
分析畢業生就業情形以檢視系所課程；外文系語言教室缺乏，可提出經費與
空間需求專簽；受限於經費，演講次數減少，學校將通盤檢討協助改善；研
究多元升等方式；預算分配比例過低，可提出合理提案於校會議討論；教卓
計畫經費分配系所有限；請教務處檢視學校各單位員額是否分配不均；凝聚
共識發展出外文系特色。
13. 4 月 27 日本校保管組至本系完成 105 會計年度財產盤點，感謝各位同仁配
合研究室財產盤點作業。
14. 5 月 18 日至 30 日本系學士班 20 位學生協助嘉義縣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推動美語村闖關活動。
15. 5 月 10 日碩/博士班委員會討論碩士班修業規定，發表論文，學生不需繳交
全論文但需繳交會議論文接受函及論文摘要電子檔備查、增列明定於修業規
定畢業資格中，依據「國中正大學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規定，自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列入今天會議
議程）、另建議學生在校外發表論文需經指導老師同意。
16. 感謝各位同仁於截止日前填報本學期的科目預警單，本系完成預警科目 37
科，完成率 100%。另，本學期需加強課業輔導學生紀錄表已發送所屬導師，
請導師協助輔導並系統填報紀錄或紙本填報。
17. 5 月 19 日空間暨預算委員會討論本系 105 年 1 至 5 月經費收支之稽核案、
354 研討室增購講桌與電腦等設備採購規劃案、149 教室規劃案（列入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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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18. 5 月 24-26 日為本系學士班外文週活動，好玩遊戲、美食及文化展覽，活動
多元精彩。
19. 考量近年不易邀請專家學者至本系演講，擬自 105 學年起，將高鐵車站至本
校交通費補助，從其中至少一程需配合學校交通車時間，修改為來回均予補
助（但仍鼓勵盡量配合學校交通車時間）。
20. 本學期學生休學、復學情形：
班別

在學生

復學

休學

退學

博士班

4

3

0

0

外文碩士班

23

11

6

0

英教碩士班

33

6

7

0

學士班

216

0

5

0

7

7

0

0

283

27

18

0

在職專班
總計

21. 105 年 3 月 22 日至 105 年 5 月 23 日，本系教師學術活動情形（依據教師個
人提供資料）：
陳玟君老師
甲、Chen, W. C. (April 15-16. 2016). Flipped-Learning Practicum for
Language Majors: Task Design and Induced Effects.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 Language Teaching (ALLT), Taipei
乙、Chen, W. C. (April 28-May1. 2016). The Convergence of Last and
First-Mile: Practicum Curriculum Redesign for Language Majors. the
ACLL 2016 conference, Art Center of Kobe, Kobe, Japan
22. 105 年 3 月 22 日至 105 年 5 月 23 日，本系學生學術活動情形（依據系辦公
室提供資料）：
(1) 廖建順（外文碩士生）5 月 7 日至慈濟大學參加第 5 屆文學、語言學暨
專業英語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2) 倪迦勒（外文碩士生）5 月 7 日至慈濟大學參加第 5 屆文學、語言學暨
專業英語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3) 任啟文（外文碩士生）5 月 21 日至成功大學參加第 2 屆文學、語言學、
英語教學研討會發表論文。
23. 以指導研究生論文或科技部計畫申請 104 學年度減授異動情形：
教師
陳玟君

原申請時研究生/計畫
王佳鈴（2）

遞補研究生或計畫
羅巧雯（2）

備註
符合原申請減授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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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系 105 會計年度 1 月 1 日至 5 月 11 日經費使用情形：
學校分配總經費 700,152 元
資本門支出
210,984
30.13%

五月初結餘
337,619
48.22%

經常門支出
151,549
21.65%

資本門支
出
經常門支
出
五月初結
餘

總經費 950,152 元（含專班所分配之 250,000 元）
五月初結餘
587,619
48.96%

資本門支出
210,984
17.58%

經常門支出
151,549
12.63%
專班分配經費支
出
0
0.00%
資本門支出
經常門支出

專班分配經費結
餘
250,000
20.83%

參、宣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記錄
決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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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分配經費支
出
專班分配經費結
餘
五月初結餘

肆、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況報告：
所有需執行決議事項均已辦理。
伍、各委員會召集人報告：略
陸、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案由：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規定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105 年 5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碩/博士班委員會議通
過，提案本會議討論。
二、本系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請參考附
件一。
決議：通過，本系碩士班修業暨學位考試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暨修正後條文，請
參考附件一。自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於入學第一學期修習「學
術倫理教育」課程，學生須出示「學術倫理教育」修課證明，方得申請學
位口試。
提案討論二
案由：本系 149 教室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經 105 年 5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空間暨預算委員會會
議通過，提案本會議討論。該次會議決議如下：建議於暑期將 149 空間淨
空（使用專班結餘款經費)，即報廢現有該空間舊有語言設備、桌椅，地
板拆除後視地面損壞狀況加以處理，後續設備添購規劃提系務會議討論。
決議：149 空間淨空後，保留教室功能，請預算委員會列出幾個課桌椅選項，再
由學生票選。

柒、選舉：
一、推選院級課程委員會校外諮詢委員(專家學者 1 人，校友代表 1 人，任期 1
年) 。
專家學者：依序徵詢校外二位老師。（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張芳琪教
授教授兼系主任已同意擔任）
校友代表：依序徵詢四位系友。（本系 91 級賴南廷系友已同意擔任）
二、校級委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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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推選代表名稱與任期
校務會議 (2 人，任期 2 年)

全校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1
人，任期 1 年)
導師代表會議(1 人，任期 1
年)

當選委員名單

候補委員

陳月妙老師（6 票） 龔紹明老師（3 票）**
蔡美玉老師（4 票）
**
陳月妙老師（3 票） 張美芳老師（3 票）

陳玟君老師（4 票） 陳月妙老師（2 票）

備註：
1. 陳玟君老師唱票，葉純純老師計票，林欣瑩老師監票。
2. 當選委員若同票，經過當場抽籤決定當選委員名單與候補委員。
3. 候補委員若有數人同票，經過當場抽籤決定候補委員（1 位）。
4. **校務會議代表選舉，應選教授/副教授兩名。原當選委員楊意鈴老師已是
今年度（104）校務會議代表，任期至 106 年 7 月 31 日，不應列入選票中。
因為作業疏失，仍將楊意鈴老師列入選票中。投票結果，楊意鈴老師剛好又
當選為代表。經徵求各位老師同意，將候補委員替換楊意鈴老師成為其中一
位當選委員，而不重新投票。（楊意鈴老師仍為 105 年度校務會議代表）。
二、院級委員代表

應推選代表名稱與任期

當選委員名單

候補委員

教師評審委員會(1 人，任期 1 陳國榮老師（7 票） 陳月妙老師（4 票）
年)
院務會議 (1 人，任期 1 年)

楊意鈴老師（3 票） 龔紹明老師（2 票）

備註：
1. 葉純純老師唱票，林欣瑩老師計票，陳玟君老師監票。
2. 候補委員若有數人同票，經過當場抽籤決定候補委員（1 位）。
三、系級委員代表

會議代表名稱
與任期
教師評審委員會 (6
人，任期 1 年)

當選委員名單

候補委員

召集人

陳國榮老師（12 票） 楊意鈴老師（6 票） 系主任
陳玟君老師（11 票） （副教授候補委員）
陳月妙老師（8 票） 紀鳳鳴老師（3 票）
頁 6/8

蔡美玉老師（8 票）

（教授候補委員）

葉純純老師（7 票）
羅林老師（7 票）
教師評審委員會 (4
人，任期 1 年)
備註：審查升等教授與
教授聘任案

陳國榮老師（12 票） 王明月老師（1 票） 系主任
陳月妙老師（8 票）
羅林老師（7 票）
紀鳳鳴老師（3 票）

招生委員會 (4 人，任期 林欣瑩老師（6 票）
1 年)
張美芳老師（6 票）
陳玟君老師（5 票）
葉純純老師（4 票）

陳月妙老師（4 票） 系主任

課程委員會 (5 人，任期 陳玟君老師（9 票）
1 年)
蔡美玉老師（8 票）
陳國榮老師（7 票）
龔紹明老師（7 票）
葉純純老師（5 票）

文學領域：楊意鈴老 陳玟君
師（6 票）**
老師
語言領域：陳月妙老
師（4 票）

**
學術委員會 (5 人，任期 楊意鈴老師（7 票）
1 年）
張美芳老師（6 票）
陳月妙老師（6 票）
龔紹明老師（6 票）
林欣瑩老師（5 票）
空間暨預算委員會 (5
人，任期 1 年)

張美芳老師（8 票）
葉純純老師（8 票）
陳玟君老師（7 票）
陳國榮老師（7 票）
龔紹明老師（6 票）

蔡美玉老師（4 票） 楊意鈴
老師

陳月妙老師（5 票） 張美芳
老師

備註：
1. 教師評審委員會：林欣瑩老師唱票，陳玟君老師計票，葉純純老師監票。
2. 其他委員會：陳玟君老師唱票，葉純純老師計票，林欣瑩老師監票。
3. 空間暨預算委員會最高票當選委員同票，經過當場抽籤決定召集人當選委員
4.
5.
6.

名單。
當選委員若同票，經過當場抽籤決定當選委員名單與候補委員。
候補委員若有數人同票，經過當場抽籤決定候補委員（1 位）。
**課程委員會由系務會議推選專任教師五位（文學、語言領域至少各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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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提案討論一
案由：本系語言教室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校長與本系教師座談會決議及本系陳國榮教授（文學院代理院長)參
加 5 月 23 日行政會議時，校長表示同意本系提出語言教室規畫與經費需
求。
決議：本案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組成專案小組，提出相關規劃案，再提系務會議
討論。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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