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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五 月份秘書處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4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6:00 整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與工程學院科 210 會議室 

主席：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長  李教授懿芳 

出席：黃進和教授、潘瑛如教授、江淑真老師、葉國良老師、游玉英校長、莊

雅惠、林意珊、方信翰 

列席：李隆盛理事長 

記錄：方信翰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一、四月份秘書處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對照表如附件一（p.3）。 

二、月刊進度：本月份月刊工作共有三期正在進行，具體進度如下： 

（一）4-6 期(本期輪編為李崗教授、張淑媚教授) 

共收 43 篇稿件（主題評論 24 篇、自由評論 19 篇），均已審查完

畢，現已回收主題評論 22 篇、自由評論 18 篇。 

（二）4-7 期(本期輪編為翁福元教授、陳易芬教授) 

本期截稿日為 5/25，現正強力徵稿與邀稿中。 

（三）4-8 期(本期輪編為陳麗華教授、楊國揚教授)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已送總編輯審閱，並於 5/18 上

傳至學會網站開始徵稿。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月各組工作報告與待處理事項，請討論。 

說明：請各組報告本月相關工作事項，及待決議事項。 

決議： 

(一)臺評會月刊發行至後期為維持月刊品質，避免前後收搞件數落

差過大，將各期篇數或頁數預定將控制在固定的範圍，預計

於理監事會議提出決議。 

(二)秘書室文件移交物品造冊，完整移交後進行清點，預計為 6月

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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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評會 2015 年度研討會，將由助理確定好時程與議程，與組

長進行聯繫。 

(四) 出版稿件若遇到出版時間能須做審查動作，由當期主編審稿

後移至下一期收入。 

 

 

案由二：2016 年學會月刊各期主題擬定，請討論。 

說明： 

一、依慣例學會月刊主題會預先排定兩年的期程，目前已安排至 2016

年各期主題。根據月刊工作時程，明年 10 月份將開始執行 2017

年第六卷第一期的編輯工作，惟 2017 年學會月刊各期主題尚未

確定，提請討論。 

二、附件二為原秘書處排定之主題(p.5)。 

三、附件三為本處各組提供之月刊主題建議(p.8)。 

決議：  

(一)現階段擬定 11 個主題，於下次秘書處會議，延續主題擬定包

含備用主題。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會議於下午 5 時 45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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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秘書處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對照表 

編號 應辦事項 執行事項 

1 (一) 上屆秘書處已函報內政部學會相關

文件及申辦理事長當選證書，因此

預計 4月 24 日將完成臺評學會業務

交接，後續進行經費、文件與相關

物品移交，於下次秘書處會議進行

進度報告。 

 

(二) 本屆理監事及秘書處人員之當選證

書與聘書需印製任期時間，待收到

內政部正式發函後，將陸續發出聘

函。 

 

(三) 上屆原秘書處尚未將經費移交至本

屆秘書處，待收到內政部公文（預

計為 4月 24 日）後，將進行經費處

理及後續報帳相關事宜。將於經費

移交後進行帳務管理，報稅及相關

業務於下次秘書處會議進行進度報

告。 

 

(四) 年度專書稿約已修改完成並刊登於

學會網頁，請負責專書的行政助理

將 2016 年度專書稿約訊息發送給歷

屆輪值主編，進度由行政助理持續

作相關聯繫。 

 

 

 

 

 

 

 

 

 

(一) 移交事項正在進行中，

相關物件仍在原秘書

處，預計於 5 月底前完

成經費及文件等移交。 

 

 

(二) 本屆秘書處已完成理監

事及秘書處人員當選證

書與聘書印製，將陸續

發出聘函。 

 

(三) 同第一項。 

 

 

 

 

 

 

 

(四) 2016 年度專書稿約及

相關訊息已上網更新且

由行政助理持續後續相

關聯繫，本月初時已接

到出版社來信，需請

2015 年度專書作者進

行紙本校稿，預計月底

前可以完成所有的修訂

工作，並將紙本修正稿

寄回出版社，以利 6 月

的出版。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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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助理提供月刊編輯過程中須注意

事項與操作事宜，協助後續執編工

作上的進行。 

(五) 完成月刊當期執編注意

事項與操作事宜說明，

將提供給當期執編參

考。 

2 (一) 因須確定上屆秘書處擬定的相關主

題是否有輪值主編，故本議案保

留，待下次秘書處會議再進行討

論。(按:經會後了解，已安排有輪

值主編) 

(一) 經詢問原秘書處後確定

第四卷與第五卷的主題

均已確定，也安排輪值

主編。（p.6） 

3 (一) 因考量資安與網頁穩定等因素，決

定改採中華電信空間虛擬主機，租

用時間自智邦網路空間租用結束日

開始，計一年；前後網頁平台轉移

須無縫接軌。 

 

(一) 中華電信網頁空間已在

5 月 15 日將本學會線

上資料與系統完整移置

中華電信新網頁空間，

使用情況目前一切正

常。 

 

4 (一) 2015 年 06 月 06 號本會學術研討會

由原秘書處籌辦。本屆秘書處方信

翰助理將前往協助活動事項。 

(二) 2016 年本會學術研討會，籌劃的主

辦單位、學術主題與時程，將由下

月秘書處會議提出討論。   

(一) 由負責業務之助理持續

與靜宜大學保持聯繫。 

 

(一) 煩請理事長、秘書長及

各組長密切協調各大學

系研討會相關事項，並

由助理協同籌辦。 

5 (一) 本屆秘書處會議紀錄將上傳於本會

網路，供會員及各界人士參閱。 

(一) 定期將會議紀錄與相關

事件變更於學會網頁進

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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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第一卷第一期：新三都之教育整合-問題與展望 

（第一卷第一期-市縣合併後的教育整合問題與前瞻） 

第一卷第二期：學術評比 

第一卷第三期：師培政策 

第一卷第四期：教學卓越計畫 

第一卷第五期：少子化的教育政策因應 

第一卷第六期：頂尖大學計畫 

第一卷第七期：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第一卷第八期：大學校務評鑑 

第一卷第九期：弱勢生助學 

第一卷第十期：優質高中高職 

第一卷第十一期：大學系所評鑑 

第一卷第十二期：中小學校長遴選 

第一卷第十三期：師資培育評鑑 

第一卷第十四期：國中小併校 

第二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第二卷第一期：陸生與國際生 

第二卷第二期：生活教育與服務學習 

第二卷第三期：研究所教育之量與質 

第二卷第四期：班級排名 

第二卷第五期：學術研究公開 

第二卷第六期：校級教師會功能 

第二卷第七期：血汗大學 

第二卷第八期：宗教在學校 

第二卷第九期：同儕審查 

第二卷第十期：血汗中小學中小學的勞逸爭議 

第二卷第十一期：TSSCI問題檢討 

第二卷第十二期：不適任教師處理 

第三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第三卷第一期：大學教師升等制度 

第三卷第二期：大中小學校務會議的功能與運作 

第三卷第三期：APA格式與教育研究 

第三卷第四期：學校行政人員培養與流動 

第三卷第五期：大專校院學雜費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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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第六期：課程委員會的運作 

第三卷第七期：資訊科技運用 

第三卷第八期：教師薪資待遇制度 

第三卷第九期：中小學學生管教方式 

第三卷第十一期：國際學生交流 

第三卷第十二期：學歷通膨 

第四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第四卷第一期：大學生的社會參與 

第四卷第二期：中小學大校問題 

第四卷第三期： 大學流浪教師 

第四卷第四期：關鍵五堂課 

第四卷第五期：誰來評鑑教育部 

第四卷第六期：中小學合格教師與代課教師問題 

第四卷第七期：學貸讀大學 

第四卷第八期：教科書借用制 

第四卷第九期：高教產業化 

第四卷第十期：大學規模與品質 

第四卷第十一期：技職學術化 

第四卷第十二期：職場倫理教學 

第五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第五卷第一期：私校董事會與校務行政 

輪值主編：黃政傑、成群豪 

第五卷第二期：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輪值主編：王金國、曾榮華 

第五卷第三期：大學評鑑怎麼改 

輪值主編：潘慧玲 

第五卷第四期：優質高中認證 

輪值主編：吳俊憲、吳錦惠 

第五卷第五期：私校獎補助款改補助學生 

輪值主編：方德隆 

第五卷第六期：職場倫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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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方志華、葉興華 

第五卷第七期：教育資料庫建置與使用 

輪值主編：王麗雲 

第五卷第八期：私校公益化機制 

輪值主編：胡茹萍 

第五卷第九期:本土及新住民語言教學 

輪值主編：陳美如 

第五卷第十期：大學爭排名 

輪值主編：李隆盛、梁忠銘 

第五卷第十一期：中小學補救教學 

輪值主編：游自達 

第五卷第十二期：行動學習 

輪值主編：黃國鴻、王子華 

【預備主題】： 

1. 中小學營養午餐（中小學代收代辦費） 

2. 公私立每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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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本處各組提供之月刊主題建議 

技職再造 

教育人員退輔制度 

翻轉教育 

特色課程 

大陸教育 

多元入學制度 

嬰幼兒教育 

高中職均質化 

整併與退場機制 

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 

教師評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