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2 年 10 月 23 日（星期三）1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人文館 B103 教室

主持人：柯明傑主任

記錄：蔣昀融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02.9.18）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一、 教務處增聘師資 考量未來合校之發展，暫不提出增聘師資 依決議辦理。
通知，請討論。 之申請。
二、 系務評鑑缺失改 請前次系所評鑑各分項負責師長於 10 月 依決議辦理。
善策略，請討論。 11 日之前提出各分項之改善策略及所需佐
證資料。
三、 本系出版國文教
材「大學國文選」
內容修訂事宜，
請 討論。

一、 各課篇章之修訂，仍交由原來編纂 依決議辦理。
者負責。
二、 第 18 課《詩經》選當初僅選錄一
篇，代表性不足，當須增補數量。
委由鍾屏蘭老師負責選編。
三、 須增補調整者，請於下次系務會議
提出相關內容，再行討論確定。
四、 請余老師規畫時程，於下次系務會
議轉告周知。

四、 第五屆近現代學
術研討會校外申

一、 為使主題明確，本研討會增立副標 依決議辦理。
題：思想與文學的轉型與前瞻

請經費，請討論。 二、 向國科會及陸委會申請國際學術研
討會之補助。
五、 中文檢定補救之 補救之閱卷，為求公平、公開，請委由校 依決議辦理。
閱卷，請討論。 外兼任教師負責審閱。
六、 高高屏「基礎能 因該中心組織尚未確立，且其檢測目的及 依決議辦理。
力平臺－跨校題 題型重點並不明朗，故目前系上師長尚無
庫小組」出題意 參與出題之意願。待該中心之組織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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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請討論。

問題明確後，再行討論。

七、 寒假與香港教育 與香港教育學院作進一步聯繫，待日期確 依決議辦理。
學院合辦之「語 定後，再徵詢師長意願。
文教育與思想文
化」學術研討
會，請討論。
八、 本系校務會議代 由簡光明教授、黃文車副教授當選。

依決議辦理。

表補選事宜，請
討論。

貳、主席報告：（略）
參、系務工作報告：
一、本週正進行下學期課程之排課作業。因多位師長仍身兼行政職務，授課時數頗
受限制，故師長之授課請以系上課程為優先；若支援他系開課，也請轉知系辦，
以便瞭解授課時數之安排。
二、視藝系劉主任目前正執行「推動在地實踐和國際聯結的實務課程」之「推動結
合在地藝文產業實作課程」計畫，商請本系參與合作。計畫執行時間為今年 10
月至明年 4 月底。其中分配本系可應用者有工讀生 80 小時、校外參訪短程車資
15,000 元、活動費 10,000 元。有意願之師長可於會後作一步討論。
三、屏東市公所自 10 月起推行「市長和您一起閱讀 200 本書」活動，商請本系師長
參與導讀及推荐書單（書單類別不限）
。活動時間為每週六、日上下午各 1 場（亦
即每週共 4 場）。每場導讀費 2000 元。
四、於 9 月 17 日假五育樓五樓視聽教室(三)辦理境外師生期初座談會，邀請本學期
至本系講學之大陸客座教授、本系師長、大陸學生與本系學伴出席。
五、於 9 月 30 日辦理專題演講，邀請西南大學文學院周睿教授主講「格律詩英譯的
新嘗試」，柯明傑主任主持。
六、於 10 月 14 日辦理專題演講，邀請國立成功大學中文系張高評教授主講「論文
選題與研究創新」，簡貴雀老師主持。
七、協助辦理於 10 月 14 日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主辦，研究發展處就業暨校友服務
組承辦之職涯大師系列講座，邀請劉克襄作家主講「生涯規劃──20 歲前後的
壯遊」
。
八、辦理「2013 第三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曾貴海研究」。此研討會由國家文化
藝術基金會贊助，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指導，屏東縣阿緱文學會主辦，國立台灣
文學館、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及本系合辦，於 10 月 20 日假屏東縣政府文化
處五樓演講廳舉辦，感謝本系師長的協助，已圓滿結束。
九、本系碩士班訂於 11 月 2 日假本校民生校區五育樓五樓視聽教室(三)舉辦「第三
十屆南區中文系碩博士生論文發表會」
。協辦單位為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所）
、臺南大學、中正大學、嘉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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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南華大學等校中文系所之碩博士生。
十、本系「文學與電影研究教師專業社群」訂於 11 月 30 日假本校五育樓四樓第三
會議室辦理「2013 文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飲食文化」。
十一、12 月 8 日上午校慶活動開幕，屆時本系將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請師長幫忙
聯繫畢業系友能回校參與。
十二、近現代學術研討會已分別向國科會及陸委會提出補助申請，尚待結果通知。
請發表論文之師長及早準備。
（劉明宗老師、林秀蓉老師、朱書萱老師、嚴立模
老師）
十三、11 月 4－5 日馬來西亞拉曼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黃文斌副院長及陳明彪老師
來校交流（簽約）。預定於 4 日下午 15：40－17：30 於系上進行簡單的講演及
座談。主題為「經典與田野：馬來西亞華人思想研究」
，其中陳明彪老師談「馬
來西亞華人社會讀經論述」
，黃文斌副院長談「從田野尋找與建構華人思想史」
。
歡迎師長參與。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在職專班評鑑項目撰寫之分配，請討論。
說明：

提案人：柯明傑

一、在職專班評鑑時程，將於 103 年 3 月進行自評，下半年進行正式評鑑。
二、本次評鑑內容仍分為五個部分，即：
項目 1：目標、核心能力與課程
項目 2：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
項目 3：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
項目 4：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
項目 5：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三、本次評鑑，特別強調系所特色。其表現方式有：
1．在各核心指標下呈現特色；
2．在各評鑑項目核心指標之外，自訂特色指標呈現特色；
3．新增特色評鑑項目，並自訂指標呈現特色。
四、報告書總計 70 頁，若將各項目之「特色」獨立行文，則可另加 10 頁。
五、撰寫之分組，是否可依去年評鑑分組而行？（項目 3 需另有師長負責）系辦可
提供去年評鑑報告書之相關電子檔資料，以為參考。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 各分項撰寫之分組原則依照去年評鑑分組而行。
二、 項目三由許文獻老師負責撰寫。
三、 預定於今年 12 月中擬訂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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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本系出版國文教材「大學國文選」內容修訂事宜，請討論。
說明：
一、「大學國文選」自 98 學年度使用至今，應依據師長教學經驗之回饋，大幅調整
編修內容，以更切合教學所需。
二、依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
1.各課篇章之修訂，仍交由原來編纂者負責。
2.第 18 課《詩經》選當初僅選錄一篇，代表性不足，當須增補數量。委由鍾屏
蘭老師負責選編。
3.須增補調整者，請於下次系務會議提出相關內容，再行討論確定。
4.請余老師規畫時程，於下次系務會議轉告周知。
三、請負責之師長提出欲增修之篇目，以討論其適切性。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預定於 103 年 5 月定稿。
提案三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寒假與香港教育學院合辦之「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請討論。
說明：
一、已與香港教育學院聯繫，今年大約定於 103 年 1 月 11－25 日之間舉行。
（目前
尚未明確）
二、參加之師長（提論文者）將視系經費給予適當之補助。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 參加師長原則皆須發表。
二、 擬酌予補助參加師長之差旅費。
提案四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下學期四月初之「學術交流週」活動，請討論。
說明：
一、下學期之「學術交流週」若仍出外參訪（當週有推甄招生工作）
，當盡早規畫聯
繫。
二、目前師長提供之參訪地區有二：1.越南、2.日本。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
一、 擬參訪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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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黃文車老師蒐集相關資料，作為行程安排之參考。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同日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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