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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六 月份秘書處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0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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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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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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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期(本期輪編為翁福元教授、陳易芬教授) 

共收 38 篇稿件（主題評論 8篇、自由評論 30 篇、專論文章１

篇），已全數送審查，現正彙整審查並寄發通知。(已回收主題評論

修訂稿 5篇，自由評論 3篇、專論文章１篇)。 

（二）4-8 期(本期輪編為陳麗華教授、楊國揚教授) 

本期截稿日為 6/25，現正強力徵稿與邀稿中。 

（三）4-9 期(本期輪編為游家政教授、吳靖國教授)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已上傳至學會網站並發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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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審稿委員若對稿件的意見不一致時，原則上由二位委員

協調後提出最後結果；惟若審查時間已有延誤，為避免影響

正常出刊時間，得交由第一審稿委員逕行決定。 

(二) 預計於 7月完成前後屆秘書室文件移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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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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已擬定 11 個主題。先前各期主題詳件三。 

決  議：本次會議擬定 7 個主題，合計前次會議決議，共 18 個主題（附

件二）。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請討論。 

 

案由三：臺評學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開會時程，請討論。 

   說 明： 

一、臺評學會每年例行性舉行兩次理監事會議，時間分別為 1-2 月、

及 10－11 月之間。本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已於本年 1月辦理。 

二、歷屆理監事會議提案如下：下年度工作計畫編列、年度收支預算

表編列與年度專書主題及相關事宜。 
 

決 議：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預定於 10 月中旬召開，時間以週六中

午為原則。祕書處將於 9 月上旬開始調查理監事方便出席的時

間，及規劃會議相關事宜。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會議於下午 5 時 45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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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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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月刊品質，避免前後收入搞

件數落差過大，將各期篇數或頁數

預定控制在固定的範圍，預計於理

監事會議提出決議(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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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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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學會 5月報稅相關事宜 

(一) 由下次秘書室會議提出

臺評月刊範圍設限使

用各期篇數或頁數預

定，控制在固定的範

圍並由理監事會議再

進行決議。 

 

(二) 原秘書處陸續將學會相

關物品、文書資料及經

費 98%已寄出，預計 7

月底完成清冊造冊。 

 

 

(三) 原定為 4-6 期 3 篇稿件

須通過三審後確定收入

4-6 期，因三審時間過

長，由兩期主編商量

後，將 3 篇稿件延後至

4-7 期收入。 

 

(四) 已完成報稅事宜。 

2 2017 年學會月刊各期主題已先擬定 11 個

主題，不足部分將於下次秘書處會議中

討論。 

已於 6 月份秘書室會議議程

中，列入提案討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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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各組提供之月刊主題建議 

1.技職再造 

2.教育人員退輔制度 

3.翻轉教育 

4.特色課程 

5.大陸教育 

6.多元入學制度 

7.嬰幼兒教育 

8.高中職均質化 

9.整併與退場機制 

10.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 

11.教師評鑑制度 

12.12 年國教 

13.課程綱要 

14.偏鄉教育與師資 

15.中小學兼任行政教師薪資與福利 

16.服務學習 

17.社區大學 

18.校園安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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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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12 篇 自由 10 篇 專論文章 0篇) 

第一卷第二期：學術評比(主題12篇 自由12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三期：師培政策(主題14篇 自由7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四期：教學卓越計畫(主題19篇 自由7篇 意見與交流1篇) 

第一卷第五期：少子化的教育政策因應(主題15篇 自由7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六期：頂尖大學計畫(主題11篇 自由2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七期：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主題10篇 自由10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八期：大學校務評鑑(主題9篇 自由5篇 意見與交流1篇) 

第一卷第九期：弱勢生助學(主題2篇 自由5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十期：優質高中高職(主題15篇 自由8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十一期：大學系所評鑑(主題3篇 自由11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十二期：中小學校長遴選(主題15篇 自由10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十三期：師資培育評鑑(主題8篇 自由9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一卷第十四期：國中小併校(主題8篇 自由7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第二卷第一期：陸生與國際生(主題15篇 自由18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第二期：生活教育與服務學習(主題24篇 自由12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第三期：研究所教育之量與質(主題19篇 自由13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第四期：班級排名(主題15篇 自由9篇 意見與交流1篇) 

第二卷第五期：學術研究公開(主題6篇 自由12篇 意見與交流1篇) 

第二卷第六期：校級教師會功能(主題29篇 自由5篇 意見與交流0篇) 

第二卷第七期：血汗大學(主題16篇 自由12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第八期：宗教在學校(主題8篇 自由8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第九期：同儕審查(主題10篇 自由10篇 意見與交流1篇) 

第二卷第十期：血汗中小學中小學的勞逸爭議 

              (主題20篇 自由4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二卷第十一期：TSSCI問題檢討(主題11篇 自由12篇 意見與交流1篇) 

第二卷第十二期：不適任教師處理(主題29篇 自由9篇 意見與交流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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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9篇 自由11篇 專論文章0篇) 

附件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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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第二期：大中小學校務會議的功能與運作 

              (主題19篇 自由12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三卷第三期：APA格式與教育研究(主題18篇 自由17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三卷第四期：學校行政人員培養與流動 

              (主題21篇 自由13篇 學術動態報導1篇) 

第三卷第五期：大專校院學雜費(主題12篇 自由21篇 專論文章1篇) 

第三卷第六期：課程委員會的運作(主題3篇 自由18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三卷第七期：資訊科技運用 

              (主題20篇 自由13篇 專論文章1篇 交流與回應1篇) 

第三卷第八期：教師薪資待遇制度(主題10篇 自由13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三卷第九期：中小學學生管教方式 

              (主題8篇 自由13篇 專論文章3篇 學術動態1篇) 

第三卷第十期：幼托整合(主題8篇 自由15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三卷第十一期：國際學生交流(主題12篇 自由8篇 專論文章0篇) 

第三卷第十二期：學歷通膨 (主題21篇 自由12篇 專論文章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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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2篇 自由32篇專論文章0篇) 

第四卷第二期：中小學大校問題(主題10篇 自由15篇 專論文章1篇) 

第四卷第三期： 大學流浪教師(主題3篇 自由19篇 專論文章2篇) 

第四卷第四期：關鍵五堂課(主題20篇 自由31篇 專論文章0篇) 

第四卷第五期：誰來評鑑教育部(主題10篇 自由31篇 專論文章0篇) 

第四卷第六期：中小學合格教師與代課教師問題 

               (主題10篇 自由31篇 專論文章0篇) 

第四卷第七期：學貸讀大學(主題10篇 自由30篇 專論文章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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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