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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104 年十二月份秘書處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4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4:00 整 

開會地點：線上會議 

主席：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長  李教授懿芳 

出席：黃進和、江淑真、葉國良、游玉英、莊雅惠、林意珊、方信翰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工作報告事項執行情形對照表如附件一（p.3）。 

(一) 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如下： 

1.秘書處擬訂 105 年度工作計畫中，106 年年度專書主題：「研究倫理」，預定 105

年 12 月出版。107 年年度專書主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薦主編：梁忠銘教

授、白亦方教授，預定 106 年年初籌備，106 年年底出版。 

2. 秘書處擬訂 105 年度收支預算表，照案通過。 

3. 其餘事項，照案通過。 

(二)第三屆第一次編輯會議決議如下： 
1. 學會月刊第六卷將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出刊，輪值主編名單如附件二。 
2. 其餘事項，照案通過。 

  （三）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如下： 

1.本會 105 年度工作計畫，照案通過。 

2.本會 105 年度收支預算，照案通過。 

3.其餘事項，照案通過。 

二、十一月份秘書處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對照表如附件四（p.6）。 

三、臺評月刊 4-12 期已 104 年 12 月 01 日全數上傳至學會網站。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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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期(本期輪編為黃政傑、成群豪教授) 

共收 45 稿件（主題評論 17 篇、自由評論 28 篇、專論文章 1篇），均已全數送

審完畢，其中有 11 篇尚在二審，預計本周五(12/18)全數送與作者修改。 

 

（二）5-2 期(輪編為王金國、曾榮華教授) 

本期主題為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截稿日為 12/25，現正強力徵稿與邀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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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3 期(本期輪編為潘慧玲、林靜慧教授)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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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出版: 
(1) 專書時間 
(2) 12/30 上傳 5-1 月刊 
(3) 與課程教育出版社(期刊)進行聯繫 
(4) 華藝分帳-由下一次理監事會議提出 

2. 資訊:學會雲端原使用 google 雲端，因已停止使用，現階段由助理提供私人

google 帳號，詢問資訊組組長是否適當。 
 

 

案由二：臺評月刊第六卷各主題出版排序時程，請討論。 

說明： 

1. 104 年 11 月 29 日編輯會議決議，臺評月刊第六卷主題及建議輪值主編名單，

如附件二。將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出刊。 
2. 編輯會議授權秘書處擬定第六卷各主題出版排序時程。 

決議：  

1. 將名單給予各主編確認，並給予雙主題的師長進行決定較有意願的的主題。 

2. 第六卷名單為丘愛玲教授擔任，因主題與其他卷期較為相近，故請丘愛玲教授協

助將主題方向集中或是建議新主題方向。 

 

案由三：學會月刊稿約修訂，請討論。 

說明： 

  1. 本會編輯委員來函建議，學會月刊稿約宜註明本刊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未符

字數限制的文章宜事先請作者修改。 

2. 參考國內其他期刊相關稿約內容後，建議稿約內容中增列:  

(1)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作者修正後，才

送出審查。 

(2)本編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及內容語意的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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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根據參考其他期刊稿約說明，故臺評學會至 2016 年 1 月起新增稿約內容如上敘 

      第(1)、(2)點。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05:01 

 

下次會議:105/01/21 16:00 

 

 

 

 

 

 

 

 

 

 

 

 

 



4 

	

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對照表 

應辦事項 執行事項 

(一) 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如下： 

(1) 秘書處擬訂 105 年度工作

計畫中，106 年年度專書

主題：「研究倫理」，預定

105 年 12 月出版。 
 

(2) 107 年年度專書主題：「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薦主

編：梁忠銘教授、白亦方

教授，預定 106 年年初籌

備。 
 

(二) 第三屆第一次編輯會議決議如

下： 

(1) 學會月刊第六卷將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出刊，輪值主編

名單如附件二。 
 

 

 

(1) 秘書處擬訂 105 年度工作

計畫中，106 年年度專書主

題：「研究倫理」，預定

105 年籌辦。 
 

(2) 107 年年度專書主題：「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推薦主

編：梁忠銘教授、白亦方

教授，將由臺評學會理事

長邀請通知。 
 

 

 

(1) 將由秘書處擬定第六卷各

主題出版排序時程如附件三。 
 

 

 

 

 

 

 

第六卷各期主題與輪值主編 
1. 勞僱型大學助理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游自達＊ｖ 

2. 國民中小學核心素養如何評鑑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方志華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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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教資源分配獎優或扶弱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翁福元＊ｖ 
4. 大學退場機制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翁福元＊ｖ 
5. 師資培育標準與特色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王為國 
6. 社會議題與師資培育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 丘愛鈴 
7. 大學併校的成果與問題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林明地 
8. 多校區大學的經營問題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黃秀霜＊ｖ 
 
 
 

9. 大學生就學的獎助與補助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游自達＊ｖ 
10. 產業和大學的教育分工 

出版日期：預計八月 

輪值主編：胡茹萍 
11. 2688 專案何去何從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林明地 
12. 借調教師之檢討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林明地 
13. 高中分流制度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王金國 
14.教育人員退輔制度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黃秀霜＊ｖ 

15.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出版日期： 

輪值主編：吳俊憲、吳錦惠 
16.高教創新轉型策略 

出版日期：預計二、三、四 

輪值主編：楊思偉 

17.偏鄉教育與師資 

出版日期：預計九月 

輪值主編：張芬芬 

 

第六卷各期主題輪序預定表 
出版月份 主題 輪值主編 

1 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吳俊憲、吳錦惠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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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教創新轉型策略 楊思偉 

3 國民中小學核心素養如何評鑑 方志華 

4 高教資源分配獎優或扶弱 翁福元 

大學退場機制 

5 高中分流制度 王金國 

6 勞僱型大學助理 游自達 

大學生就學的獎助與補助 

7 師資培育標準與特色  王為國 

8 產業和大學的教育分工 胡茹萍 

9 偏鄉教育與師資 張芬芬 

10 社會議題與師資培育 丘愛鈴 

11 多校區大學的經營問題 黃秀霜 

教育人員退輔制度 

12 大學併校的成果與問題 林明地 

2688專案何去何從 

借調教師之檢討 

 

 

 

 

十一月份秘書處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對照表 

應辦事項 執行事項 

(一)臺評學會會員大會時程安排 

1. 理監事會議於下午一時三

(一)臺評學會會員大會安排 

1. 各會議已安排好地點與

會議議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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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討論 104 年度經費

決算與 105 年度預算。 

2. 編輯會議於下午二時，討

論第六卷各期主題排序與

輪值主編。 

3. 會員大會於下午三時，與

學會各會員說明本年度與

下年度工作計畫報告與經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