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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文史科期初教學研討會議紀錄 

壹、時    間：102 年 9 月 16 日（星期一）中午 12 : 30 ~13 : 10 

貳、地    點：人文大樓 2 樓情境教室(11-0206) 

參、出    席：文史科全體教師 

肆、列    席：通識教育中心呂主任立德 

伍、主    席：林鳳女庒 

陸、紀    錄：紀孟賢 

柒、呂主任致詞：略。  

捌、主席報告： 

一、呂主任及各位同仁好！恭喜康維訓老師升等助理教授、陳祺助老師榮獲

102 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于蕙清老師「氣候變遷調適與文明永續」

課程榮獲教育部 102 年度全國技專校院通識課程績優科目及「文化創意

與永續發展」課程(擬於 102-2 開課)榮獲教育部 102 學年度「智慧生活跨

領域基礎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補助！恭賀伍純嫺老師榮獲日

間部特優導師、林鳳女庒老師榮獲日間部績優導師、林秀珍老師榮獲進

修部績優導師、虞伯樂老師榮獲 POWER 活力導師!  

二、感謝各位老師的積極協助與配合，使本科 101 學年度所負責的各項事務， 

均能順利推動與完成，請大家繼續幫忙、配合﹗ 

三、尚未領取 101 學年度教師評鑑通知者，請儘速至人事處領取；個人聯絡 

相關資料如有變動，除至人事處更動外，亦請告知郭家瑜小姐。 

四、課程大綱請配合學校要求如期至行動學習平台及訊息網填寫，自 102 學 

年度起原須再傳給本科之課程大綱電子檔則不用再傳。 

   五、自 102 學年度起本校開始全面實施線上點名，請各位老師配合。 

   六、文化藝術融入通識教學參訪活動請配合規劃預約，準時帶班參訪。 

   七、本校新修訂之教師評鑑辦法，煩請同仁多加留意，提早準備。 

八、為配合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執行進度，本學期「千人業師」鐘點演講，請 

各位老師務必儘早申請且將業師演講的時間安排在 10 月 31 日之前。 

九、102 年 12 月 5 日(星期五)～12 月 6 日(星期六)於本校圖書科技大樓 10 樓 

    演講廳，將舉行 2013 年國際宗教生命關懷學術研討會，請同仁多加宣 

    導，踴躍參與、幫忙。         

十、請老師務必養成每天收 E-mail 的習慣，以免遺漏重要訊息。 

十一、本學期日間部四技大一(含隨班重修生)國語文能力測驗(共 46 班)，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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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在第 13 週( 102 年 12 月 4 日［星期三］)第 8 節(15：10～16：00)以

統一會考學生答題用 2B 鉛筆畫卡方式舉行，範圍為 96 學年度所建構

之 22 回考題，該項測驗成績將占其國文學期總成績 10％，請任課老

師提早告知同學預作準備，亦請同仁務必幫忙監考。 

十二、103 年度典範人物專訪寫作徵文比賽，擬於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辦理，

請任教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日間部「實用中文」課程之老師，在 102

年 12月 20日前先將每班 5篇準備參賽作品(含切結書)之紙本及電子檔

交給郭家瑜小姐。 

十三、請填寫留校晤談時間，按本校規定每位專任教師每週要利用日間空堂

留校 4 節，擔任日間部導師者則為 6 節，且同一天不可填寫超過 2 節。  

玖、討論事項： 

一、日間部四技大一國文課程，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國語文能力測驗命題老 

    師各 3 位，擬由各學院任課專任教師中抽籤遴選且不重複為原則，請討 

論。  

決議：盡可能 3 個學院皆派員參加，以助理教授及副教授先抽籤，再 

搭配人員參加。  

二、本學期欲執行之「國文補救教學」，是否有所建議？請討論。 

    決議：照規劃辦理。  

三、103 年度作品集欲收錄作品除 3 項寫作比賽(創意寫作徵文比賽、典範人 

物專訪寫作徵文比賽、多結局式小說創作比賽)優勝作品外，擬收錄閱讀 

與寫作心得報告及讀書會心得報告和「樂學園地」閱讀心得報告(閱讀作 

品年度由老師指定，繳交作品時請說明建構年度，以便查核)各 1 篇，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四、配合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相關計畫，原「正修科技大學典範人物專訪 

寫作徵文比賽實施要點」修訂如附件。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五、「文化藝術融入通識教學」，是否有所建議？請討論。 

決議：照規劃辦理。   

拾、臨時動議：無。  

拾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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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典範人物專訪寫作徵文比賽實施要點 
102 年 2 月 27 日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教學研討會議通過 

102 年 9 月 16 日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教學研討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配合品德教育之推動，激勵學生寫作之風氣，提升校園的文藝氣息，並檢

視本校執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成效，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典範人 

物專訪寫作徵文比賽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 

協辦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三、參加對象：全校學生。 

四、徵文相關事宜： 

（一）主題：以「典範小故事：人物側寫」為題材。 

      說明：所謂「典範」，是指其人行誼具有「品德」、「品質」或「品味」，

足堪令人學習、效法的意思。同學可自行選擇一個合適的對象

(諸如：家人親戚、師尊長輩、朋友世交、街坊鄰居、社會賢

達，乃至於市井之販夫走卒……等，只要符合為人有「品德」、

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的其中一種「典範」條件即

可)，但應以自己熟悉、認識的人物為宜，親自去訪問，並且

合照，留下照片電子檔(以備編輯及作品被錄取時繳交)。將他 

            (她)的事蹟寫成一個小故事，完成作品，參與比賽。 

（二）題目：自訂。 

（三）文體：散文。 

（四）字數：1200 字～1800 字(含標點符號)。 

（五）參與方式：以小組為單位；每組 3～5 人，並推選組長 1 人。 

（六）交稿注意事項：稿件請用 Microsoft Word 軟體打字，文字採標楷體。

標題為 20 號，粗黑體字，置中對齊。標題後為與專訪對象之合照及

12 號之相片說明，並於合照後附上 14 號黑體字之作者資料：含組長

及組員之學制、系別、班級、姓名、學號、聯絡電話。本文部分為

14 號，黑體字。編輯格式範例，如附件 1。交稿請附上全文電子檔、

紙本及確保作品確實出自作者所創作之切結書，如附件 2。每組成員

每人均須填寫 1 份，併同參賽作品繳交。 

（七）參賽同學作品必須出自個人創作，不得抄襲他人著作。凡違反規定者 

      ，一律取消其作品之參賽資格，並依校規嚴格處分。 

五、獎勵辦法：擇優取前三名及佳作 6 名，獎勵如下： 

第一名 1 名，獎金 4000 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獎金 3000 元，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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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1 名，獎金 1000 元，獎狀乙紙 

佳作  6 名，獎金各 500 元，獎狀乙紙 

以上得獎人員，除以海報公布外，同時公告於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網站，並

於學校重大集會活動中，恭請校長親自頒獎。得獎作品將刊登於專屬網頁，

並集結成冊。 

六、實施方式：本要點主要係以實用中文課程結合「報導文學」或「採訪寫作」

單元為之，請實用中文課程之授課教師將「報導文學」、「採訪寫

作」列入教學大綱之先授單元，並指定該項比賽作業，採分組進

行，每組 3～5 人，並將該項作業成績列入學期成績評核之ㄧ，

比例自訂。日間部實用中文課程之授課教師須於徵文期限內至少

推薦 5 篇以上作品參賽；其他班級學生採自由參與為原則，請教

師鼓勵學生踴躍參賽。 

七、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 6 位評審老師加以評定。 

八、徵稿期限：103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起至 103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止。 

九、收件方式：稿件請於活動截止日前，繳交至人文大樓 2 樓通識教育中心文              

史科辦公室，或逕交任課之國文或實用中文教師。 

十、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 

十一、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文史科教學研討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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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最閃耀的一顆星 

──訪青園幼兒園張美瑤園長 
 (標題字體 20 號、粗黑體、置中) 

 

 

 

 

 

 

 

 

 

 

 

 

 

 
青園幼兒園張美瑤園長(右三)與同學們合影 

 
作者資料：(請包含學制、系所、班級、姓名、學號和聯絡電話，組 

長請置於第一位，其他組員學號請由小至大排列。字體 
14 號) 

 

學制 系所 班級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日間部四技 財金系 三甲 徐小喵 4998888 090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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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本文字體 14 號，標楷體，黑體字，字數 1200～1800 字含標點符號) 

    一個人能有今日的成就並非一朝一夕就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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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文史科所舉辦之“典範人物專訪寫作”徵文比賽，具結文

章內容絕無抄襲之處，若有抄襲，願自負文責，接受校規處

置，並取消得獎資格。 

 

 

 

具 結 人： 

科系別班級： 

學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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