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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本校 N311 會議室 
主持人：顏國樑主任                                  紀錄：陳淑卿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81231)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

案

一 

 

擬籌辦 2020年第二屆清華教育

學國際論壇相關事宜，提請討

論。 

一、第二屆清華教育學國際論壇

由行政組承辦並擬定計畫

書，辦理日期預定為 109 年

5 月 29 日(五)主題為「素養

教育」，各組沿用第一屆的

徵稿子題。 

二、學術研討會當天博碩班課程

改成學生參加研討會。 

因目前疫情尚無減緩趨

勢，經審慎評估後決議本

年度取消辦理。 

提

案

二 

修正本系碩、博士士論文計畫及

學位考試要點，提請討論。 

依據本系碩、博士士論文計畫及

學位考試要點，部分文字修正後

通過。 

通過後實施。 

提

案

三 

本系碩士生蔡秋滿（學號：

10454583、指導教授：李安明）、

練怡菁(學號:10524531，指導教

授：詹惠雪)、葉如婷（學號：

10324502，指導教授：陳美如）、

高月蓮(學號:10224562、指導教

授:鄭淵全)、詹依方(學

號:10524585、指導教授：李安

明)及博士生田育昆(學

號:10038006、指導教授:林志

成)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案內 6位在職研究生申請

延長修業年限，業已經送

教務長核定通過。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本學期預定系務會議開會時間為 109年 3/10、4/21、5/19 及 6/16，以上皆為星期二

中午 12時，請老師依上開會議時間先登入個人行程，儘量排除如：專題演講、地方

教育輔導、研究生口試等事務，若非重大事故請務必依原定時間出席。 

 

二、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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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賀! 本系謝卓君老師獲得科技部 108年度優秀青年學者研究計畫。 

 （二）賀! 本系碩士班畢業生余惠瑄(指導:謝傳崇教授)及博士生畢業生蕭文智(指

導 :謝傳崇教授)，獲學校行政學會第 11屆(2019年)優秀碩博士論文獎。 

 （三）賀! 本系王子華教授獲本校推薦第 64屆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第 64屆學術獎

業經本（109）年 1月 9日 108學年度第 4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賀!本系成虹飛副教授執行「農耕與生命化育」系列課程之敘事行動研究計畫

獲選為教育部 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亮點名單，另獲學校獎勵補助 5萬元

國外差旅費。 

   （五）賀!本系博士生彭文彬榮任私立建台高中校長、碩士班行政組畢業生聶琬瑩錄

取台中捷運局工程員正式職缺。 

 （六）賀!本系博士畢業陸生陳翠錄取蘇州科技大學教育學院學前教育系及本系碩士

畢業陸生王妍蘇錄取遼寧鞍山師範學院專任教職。 

  (七) 賀!本系大學部 105 級系友詹佩霓考取 108 年公務人員地方特考三等教育行政

類科 (臺北市)。 
 

三、108學年度第 2學期行事曆(109.2.21修正版) (如附件 1、p.1) 。 

 

四、本系所屬空間包含 N307~N317已請廠商統一消毒，即日起教室門把及桌面每天以漂

白水以 1：100 稀釋後擦拭清潔，並請打開窗戶維持良好的通風，師生可利用本棟大

樓電梯出口所設之自動酒精手指消毒器。 

 

五、本年度教學助理經費，因應疫情需要可協助授課老師遠距教學，以可擔任「數位課

程 TA」的全職在學研究生優先申請。 

 

六、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教務處課務組： 

1.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如附件 2、pp.2-4)及

開學前防疫準備提醒(如附件 3、p.5)。 

 

2. 109學年度排課預告如下: 

上學期:系所排課：109/4/6~5/1 院審查：109/5/4-8 

下學期:系所排課：109/10/19~11/13院審查：109/11/16-20  

 

  (二)學務處衛保組: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頻傳，為維護校園安全及師生健康，敬請

配合事項(如附件 4、pp.6-7)。 

 

  (三)學務處課外組: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臉大型活動因應機制請詳公文(如附件

5、pp.8-9) 。 

 

  (四)秘書室:108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針對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整備措施(如

附件 6、pp.10-48) 。 

 

  (五)竹師教育學院：10902 院行政會議暨防疫會議(含師培中心)會議紀錄(如附件 7、

pp.49-52)。 

 

七、108 學年度第 1 學第 1 次系教評會決議通過，將於系網頁放置長期徵聘專任教師公告

附件 8、p.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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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因應本系學術發展，建請各位老師在科技部計畫、教育部教學實務計畫及大專生科

技部至少申請一種。並請協助指導博碩士生國內外研討會或期刊學術發表。 
 

九、109學年度本系博士班考試入學報名日期自 3月 27日上午 10:00起至 4月 6日下午

5:00止，請老師協助宣導招生。 

 

十、教育部新南向計畫今年辦理第四年，109年暑期將選送 12位學生至馬西亞台灣學校

辦理營隊，已於 3月 5日報名截止，共 16人報名，以是否為師培生、歷年成績、系

上活動參與度、帶領營隊活動經驗及外語能力等進行甄選，最後選出正取 12名，備

取 4名。 

 

十一、本系 1071-1081 兼任教師授課教學意見調查 3.5 以下如下表。若為共開課程，教學

評量分數會分開計算，學生的建議與心得則是共同的。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評量分數 
1071 音樂 3.21 
1072 教育研究法 3.50 
1072 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 3.42 
1072 生涯規劃 3.38 
1072 職業教育與訓練 3.23 
1081 遊戲化教學設計專題 3.40 
1081 教育訓練與發展 3.38 

 
十二、本系專任教師學術專長、著作目錄及專案計畫資訊…等若有新增，請提供資料交

由系辦隨時更新網頁。 

 

十三、院核心必修課程含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及質性研究，本系協助開課的老師請依以往

開課固定時段，以利學生選課及其他選修課程排課，排課時段表列如下。 

 

學期 院核心必修課 固定開課時段 

上學期 
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周三 2-4節

(09:00-12:00) 

下學期 
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 

周三 5-7節

(13:20-16:20) 

 
十四、本年度畢業典禮辦理日期為 109年 6月 13日(六)，本系配合辦理日期為 6月 12

日(五)。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中小學教育菁英專業培育班簡章已擬定並送桃竹苗各縣市政府確認後開始招

生。 

 
※系學會工作報告 
 
ㄧ、活動預告 

   （一）3/24(二)桌遊活動 地點:9104 

http://delt.site.nthu.edu.tw/p/406-1129-172923,r1.php?Lang=zh-tw
http://delt.site.nthu.edu.tw/p/412-1129-1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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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3/30(一)傳情活動  

   （三）5/14(四)系卡活動 

   （四）5/17(日)假日營隊-智趣羊學堂 

    (五) 6/8(一)大四送舊 

   

二、備註 

    (一)配合學校課外組活動規定，3月份活動的防疫措施如下:活動參與者須除測量體

溫外，且須以酒精消毒雙手，入場配戴口罩，並紀錄完整參與者名單活動結束

後消毒場地。 

    (二)目前課外組僅針對 3月以前活動進行規範，4月以後的活動是否如期舉辦，將配

合學校防疫政策辦理。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正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要點，提請討論。 

一、 依據本校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如附件 9、pp.54-55)辦理。 

二、 檢附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

附件 10、pp.56-5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未來新大樓大樓名稱，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竹師教育學院 10902 院行政會議暨防疫會議會議紀錄 (如附件 7、pp.49-52

辦理，其臨時動議提案內容簡述如下，另檢附王淳民副院長報告竹師教育學院築

夢小組目前進度(如附件 11、pp.59-65)，請參閱。 
 

臨時動議提案內容簡述如下: 

未來新大樓會在建築物上呈現大樓名稱，因建築位置臨寶山路，會相當醒目。

再請教育學院的老師們集思廣益，目前可能名稱為「竹師教育學院」或是「竹

師教育館」、「竹師館」…等，若有任何的想法請於 3 月 15 前告知王淳民副院

長(chunmin@mx.nthu.edu.tw)或是院辦。 
 

決議：建議新大樓名稱為竹師館。 

 

【提案三】 
案由：本系碩士生黃慶容（學號：10524556、指導教授：彭煥勝）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提請討論。 

  一、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規定：在職進修研究生未

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經系（所）務會議審查通

過，並經教務長核定後，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惟至多以二年為限。 

  二、檢附黃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12、p.66)，請參閱。 

擬辦：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肆、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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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