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109 年第 2 期《學程聯合會議》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9 年 8 月 28 日（週五）下午 4：00～6：30
二、會議地點：木見 140 共享空間
三、會議主席：何文賢(文山學學程召集人)、陳建志(環境生態學程召集人)
姚 遠(美術學程召集人)
四、出席教師：何文賢、陳建志、姚 遠、陳德鴻、陳淑敏、王英章、
張博鈞、蔡昱宇、林滄淯、游鴻益、沈睿騏、修平山、
張麗淳、邢定威、王 嫚、王藹馨、洪景川等計 17 位教師。
五、列席人員：校長鄭秀娟、教學組長方玉如、社區經理人李佳盈、社區
經理人李佳瑜、學程經理人王譽書等共 5 人。

六、工作報告
(一)前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日期
109
年
1
月
6
日

會議
名稱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辦

辦理情形

文 1.請討論 109-1 公民 通過。請黃世仁老師籌組小 各學 已執行完成。
山
週活動各學程教師 組會議以討論活動規劃。 程經
學
或課程之合作方案
理人
暨
環
境 2.請討論增加學員取 通過，視實務修訂學程結業 各學 依決議進行評
得學程結業證書之 辦法
程經 估規劃中。
生
態
策略與具體方案
理人
學
依會議決議執
程 3.文山學學程特色課 通過，請指導老師及社長於
李
聯
程之社區推廣人才 三月份提出課程規劃或方 佳 行完成。
合
培育與運用
案
盈
會
議
因經費不足，
4.擬印製《文山學》 通過，請行政團隊參考他校
李
暫緩規劃與執
地方特色繪本，請 素材研議細節，二月份美術
佳
各課程教師討論、 學程會議再提案討論。
盈 行。
參與及協助

等
級
A

C

A

D

5.請討論 109 年暑期 通過，請行政團隊規劃辦 各學 已執行完成。 A
及秋季第 2 期課程 理。
程經
徵募新課程構想
理人
6.請討論本校與自然 通過。請黃世仁老師籌組小
已於公民週完 A
王
步道協會以共學基 組會議以討論活動規劃。
成合作活動，
譽
地仙跡岩合作地方
書 出版品規劃
學方案
中。
-1-

日期

會議
名稱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7.本校已訂定修業學 通過。
員年齡規範，敬請
各課程教師配合辦
理。
109
年
2
月
8
日

主辦

辦理情形

等
級

各 學 依會議決議已 A
程 經 於課綱及報名
理人 須知中明列。

美 1.請確認本校 109 年 通過。
術
第 2 期及暑假邀聘
學
課程。
程
會
議 2.請討論第十八屆文 獎勵說明文字更改為「得獎
山 美 術 獎 簡 章 內 作品可獲邀聯合展出，詳細
容。
辦法將另行公告。」，修改
後通過。

王 已執行完成。 A
譽
書
方 已執行完成。 A
玉
如

3.請討論 109-1 公民 將邀請潘元和老師規劃創 李 已執行完成。 A
週講座。
作分享講座、鐘婉綺老師規 佳
劃速寫文山走讀講座、姚遠 瑜
老師規畫藝術進入社區結
業學員的實習講座。另再邀
請講師規劃「藝術與人權」
主題講座。
4.請討論 109 年課程 若有班級需要展出空間，可 方 已執行完成。 A
成果展現活動。
洽木見 140 詢問社大師生 玉
專案協調展期。亦鼓勵班級 如
自行規劃期末成果展相關
活動,社大可協助宣傳．
辦理等級 Ａ等級：活動、採購、工程等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以及已列入例行性業務者，可列為Ａ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環境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政府或其他團體已完成可替代計畫，或評估已無需求者。

裁示：通過。
(二) 數位資源科技運用方案暨 109 年秋季班教師線上教學研習
說明：
1. 108 年評鑑委員於本校串連藍帶水系與綠帶山系特色外，建議本校回
應數位時代、智慧城市發展趨勢，擴大串連數位科技資源運用之「銀
帶」特色；另因肺炎疫情影響，社大有必要發展數位教與學方案。
2. 本校目前運用數位科技方式如下：
(1) 使用 Line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布訊息，接受詢問與互動。
(2) 109 年 6 月底起接受舊生於課程網站選課與線上刷卡完成報名（目
前多數報名仍以現金繳費，戶外課程另印團報銀行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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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已預定採購 NGOs 關係人經營 CRM 系統，並聘任一名全職
專員，負責 CRM 系統運用，針對本校關係人提供不同訊息。
(4) 擬邀請資訊類課程老師為高齡師生開設手機平板 APP 運用講座。
(5) 為擴大本校師生學習利用數位行動裝置，本校擬提供線上直播補
課搭配線上傳送教材之多元學習管道，並於開學第一堂課協助學
員完成線上補課之準備，以期利於教學及學習，促進通用設計發
展及資訊對等之目標。
3. 為推動數位資源運用，後續擬推動之方案：
(1) 因應疫情變化，擬於秋季班開學後第三週（9/14~9/18）每日晚間
上課前（6:00-7:00）辦理教師線上教學研習。
(2) 各項會議均列明實體或線上出席選項。
(3) 班代投票事項改以線上投票決議。

(三) 本校師生使用木見 140 之辦法。
說明：
【展覽檔期】
1. 展期 14 天，含佈展卸展各一天，實際展示 12 天(含兩次週六)
2. 展期 28 天，含佈展卸展各一天，實際展示 26 天(含三次週六)
【展覽費用】
1. 展期 14 天費用：3,600 元
2. 展期 28 天費用：5,000 元
3. 若有其他需求(如作品販售)請詢問工作人員。
【注意事項】
1. 展覽空間有保場地險，展示物件需造冊。
2. 展覽者應自行為作品投保、並負運送、保險之責任，本場地不
擔負保管責任。
3. 展出作品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違者本場地得逕行停
止展出。
4. 佈展單位於活動結束後，現場搭設之佈置、廢棄物清理及場地
清潔，均應於當日完成，若未於規定時間內清理完善者，本中
心有權代為處理，所衍生之費用由佈展單位負責。
5. 佈展、展出期間及撤展時，若有損及設備與人員安全之虞者，
請立即停止其使用。
6. 展出期間展方需派員到場維護展品安全及解答觀眾詢問；展品
遺失或毀損者，需由展方自行負責
7. 保持展覽空間及公共設施之整潔
8. 進出展場需遵照展場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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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已敲定檔期如下，110 年將於 109 年 11 月時接受檔期申請。
7 月:林滄淯|姚遠老師聯展
8 月:藝術服務社區聯展
9 月:沈睿騏及陳美心夏日聯展
10 月:輕鬆畫油畫班級聯展
11 月:朱秋融學員個展
12 月:臺灣田野美學班級聯展

七、討論提案
案由一：請討論 109-2 公民週活動各學程教師或課程之合作方案。 （提
案人：社區經理人李佳瑜）
說明：本校每學期第九週主辦之「公民素養週」為促進民眾瞭解時事、參
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學習資源。作為本校核心課程的文山學學程、環
境生態學程及美術學程，期能充分運用本週規劃講座或活動，以協
助推展重要校務與核心理念。
討論：
1. 辦理單車安全與維修講座（請行政團隊確認單車可否入校？）
2. 「水水溪流走讀去」班級規劃一場次戶外走讀（列入實習時數）。
3. 「藝術進入社區」推廣人才規劃一場次活動，讓結訓學員有發揮空
間（列入推廣人才服務時數）。
4. 目前本校參與兩處濕地（萃湖與興隆公園）的棲地管理。建議以仙
跡岩為媒介串連兩處濕地，路線由興隆路－仙跡岩溝仔口支線－萃
湖，解說沿線的生態與文史。
5. 經典工程將於溪洲河濱公園新闢濕地（預計三年後完工，建議可開
始進志工培訓等整備），可往城區內串連萬盛溪，期使昔日聚落意
識再生。
6. 因肺炎疫情與中美關係的變化，建議透過學校舉辦活動，邀請師生
討論及設計「戰備萬用包」，可做為地震時等防災因應（另可規劃
「末日求生術」講座/活動，亦可結合文山安全社區辦理培訓）。
決議：請行政團隊依建言規劃辦理。

案由二：請討論分享週活動施行方案。（提案人：教學組長方玉如）
說明：為展現班級集體推展與學習成果，擬於 11 月底舉辦分享週活動，由
班級師生設計展現成果，利用課前時間分享，增加學員學習成就感
-4-

並宣傳班級學習效益（音樂性課程須注意九年級晚自習）。
討論：
1. 分享週有助於師生瞭解其他班級課程內容，也能促進教師間的理
解、加強未來課程跨領域的合作。
2. 活動以當天上課班級為主，時間為晚間 6:30 至 7:00，地點擬於景美
國中川堂辦理。
3. 本學期先進行實驗性的推廣，若有效益，未來可在木見 140 共享空
間規劃可現場販售的「格子趣」展攤空間。
4. 本校目前除第 9 週公民素養週開放民眾參與，第 18 週的學習成果展
若是由班級自行規劃的活動，行政團隊可協助宣傳，也歡迎邀請校
外民眾參加。
決議：請課程負責行政人員洽各授課教師共同規劃。

案由三：請討論 109 年課程成果展現活動。（提案人：教學組長方玉如）
說明：本校年度成果展已於 107 年開始改於每年 12 月舉辦一次，歡迎教師
提供成果展活動構想，鼓勵學員展現學習成果、開放民眾參與。
討論：
1. 本學期成果展已訂於 12 月 19 日於景華公園辦理（12 月 20 日開放春
季班課程報名）。
2. 由於公園不得進行現金交易，建議可評估現場發放優惠券的方式，
提高參與民眾報名課程的意願。
3. 今年度因肺炎疫情的衝擊，口罩已成為人人隨身必備物品。建議可
辦理口罩彩繪活動。
決議：請老師們持續提供建議俾於十月底前定案。

案由四：請討論 110 年寒假及春季班課程徵募新課程構想。（提案人：
學程經理人王譽書）
說明：110 年寒假及春季班課程將於 110 年 9 月底公開招募，歡迎學程代
表們共同提議徵募課程主題與構想(詳見會議手冊第 16 頁)。
討論：曾於本校任教的張文君老師擬於明年春季班開設多媒材課程，請行
政團隊協助。
決議：請行政團隊依建議辦理。

案由五：擬印製仙跡岩週邊文史特色路線導覽摺頁，請各課程教師討論
及參與協助。（提案人：學程經理人王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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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校今年度擬運用環保局環境教育補助計畫，以文山區仙跡岩週邊
聚落作為基地，文史及生態資源設計套裝主題教材，109 年初步以
植物、動物生態、地方文史題材製作主題摺頁，目前已初步蒐集製
作素材，；後續將提供週邊學校單位做為鄉土、環境教育教材使用，
亦可做為培訓在地導覽解說志工內容，未來將持續以數位化為目
標，製作互動式教材。
討論：
1. 為使摺頁發揮效益，建議可配合辦理教材研習或相關推廣活動。
2. 建議搭配綠色生活地圖，例如飲用水、資源回收、單車租借等，結
合生活與生態。（請注意標章使用須取得授權）
3. 建議可邀請美術學程班級師生協助繪製地圖。
決議：請行政團隊依建議規劃。

案由六：請討論第十九屆文山美術獎簡章內容。（提案人：教學組長方
玉如）
說明：請詳見會議手冊第 17 頁。
討論：
1. 獲獎作品可刊登於簡章及《文山堡》選課手冊，對於學員意義重大，
建議評估未來是否能增加刊登篇幅。
2. 近年攝影與工藝參賽作品較少，請相關課程教師鼓勵學員參加。
3. 徵件簡章請修訂：(1)國畫類：改為「書法水墨類」(2)作品大小：作
品若顏料未乾或未完成等，恕不收件。請刪除“或未完成等”文字。
4. 得獎作品未來可安排於木見 140 共享空間展覽。
決議：通過修正建議。

八、臨時動議
案由一：未來展覽活動的作品請配合解說錄音檔（提案人：社區經理人
李佳盈）
說明：若在木見 140 空間展出時，可由學員自行錄製作品的解說內容，並
將錄音檔轉為可掃瞄的 QR 碼；之後於作品卡印上 QR 碼，讓參觀
者可自行下載聽取作品介紹。
決議：通過，並列入師生數位科技研習項目。

九、散會（晚上 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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