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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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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系務會議(1081119)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

案

一 

 

本系外國生招生相關事宜，提

請討論。 

1.1081 秋季班外國生申請本系碩

博士班共 7人，申請者多數不諳

中文，所學專長本系無合宜之指

導教授同意指導，討論後決議均

不錄取。 

2.本系配合學校國際化，同時希

冀院所屬其他系所加入，並由

竹師教育學院推動規劃全英

文，以利招收外國學生。 

1.已送招策中心，並經本

校招生會議決議通過。 

2.持續配合竹師教育學院

推動規劃全英文課程。 

 

提

案

二 

修正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

讀博士學位要點，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實施。 

提

案

三 

有關訂定本系系學會辦理活動

規範，提請討論。 

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 通過後實施。 

提

案

四 

修正本系教科系碩博士研究生

畢業門檻相關規定，提請討論。 

更新科技部評比期刊等級至2017

年（審查資料範圍：2014-2016

年）（含綜合類結果），餘照案通

過後施行。 

1.經查依據科技部「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

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

施方案第 2 點所示(如

附件 1、pp.1-3)。 
2.最新科技部評比結果暨

核心期刊名單，請參考

網頁
http://www.hss.ntu.edu.t
w/model.aspx?no=354)。 

提

案

五 

本系碩士生姜欣潔（學號：

10454563，指導教授：李安明）

及黃雅琪（學號：10424566，指

導教授：李安明）申請延長修業

年限，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已送教務長核定在案。 

 
貳、報告事項：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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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報告 
 
一、本學期系務會議出席次數統計（應出席總計共 4 次）如下表： 

 
       感謝本學期老師熱心參與系務，108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日期為:2 月 17 日(一)，預定

系務會議時間為 109 年 2/25、3/3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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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賀!本系陳美如老師獲頒 108學年度學院傑出教學奨。 

 （二）賀!本系教碩班畢業生邱創炫，獲桃園市 108年國小校長甄試金榜。 

 （三）賀!本系 108級系友黃聖芬，代表本校國際志工貝里斯資訊教育服務團(108年領

隊)，並獲頒「貝里斯青年獎章」。相關網

頁:http://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947。 

 （四）賀!本系教科碩班潘美玲作品-河流的記憶獲清大短片競賽(創意短片組)佳作殊

榮。 

（五）賀!本系大三生賴思妘，獲全球處 2020兩岸暑期學術交流申請，分發學校為大

陸上海交通大學。 

三、107~109學年度入學本系碩士班(含在職專班)考試報名人數統計。 

班別/入

學方式 

107入學 108入學 109 入學 

報名 

人數 

(招生員額) 

錄取率 

報名 

人數 

(招生員額)

錄取率 

報名 

人數 

(招生員額) 

錄取率 

碩

士

班 

課

程

組 

推甄 

入學 

79人 

一般 64 

在職 15 

 

一般(5)7.8% 

在職(5)33.3% 

112 人 

一般 86 

在職 26 

 

一般(6)7% 

在職(4)15.4% 

86人 

一般 68 

在職 18 

 

一般(10)14.7% 

在職(2)11.1% 

考試 

入學 

39人 

一般 29 

在職 10 

 

一般(5)17.3% 

在職(6)60% 

55人 

一般 45 

在職 10 

 

一般(7)15.6% 

在職(4)40% 

58人 

一般 50 

在職 8 

 

一般(7)14% 

在職(2)25% 

碩

士

班

推甄 

入學 

26人 

一般 16 

在職 10 

 

一般(4)25% 

在職(6)60% 

51人 

一般 30 

在職 21 

 

一般(6)7% 

在職(4)15.4% 

48人 

一般 36 

在職 12 

 

一般(10)27.8% 

在職(2)16.7% 

姓名 出席次數 說明 姓名 出席次數 說明 

顏國樑 4  李安明 3 事假 1次 

沈姍姍 4  林志成 4  

林紀慧(列席) 0 公假 4次 王子華 3 公假 1次 

陳美如 4  鄭淵全 0 借調 

彭煥勝 4  謝傳崇 4  

蘇永明 3 事假 1次 成虹飛(列席) 3 公假 1次 

詹惠雪 4  王為國 4  

王淳民 3 公假 1次 白雲霞 4  

邱富源 3 公假 1次 謝卓君 4  

呂秀蓮 4  李元萱 4  

http://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947%E3%80%82
http://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947%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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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組 

考試 

入學 

21人 

一般 15 

在職 6 

 

一般(5)22.3% 

在職(6)100% 

25人 

一般 15 

在職 10 

 

一般(6)40% 

在職(5)50% 

29人 

一般 25 

在職 4 

 

一般(7)28% 

在職(2)50% 

課專班 76人 (25)32.9% 95人 (24)25.3% 101 人 (25)24.8% 

行碩班 61人 (25)41.0% 71人 (24)33.8% 68人 (24)35.3% 

金門班 36人 (20)55.6% 21人 (20)95.2% 20人 (20)100% 

 

四、為鼓勵教師英語授課，於現有獎勵措施外，教務處將另提撥經費獎勵開設英語授課課

程之專任教師（含約聘教師），108學年度第 2學期試辦學期，獎勵方式為： 

（一）排課：第 1次選課前一日登錄確定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之教師，提供每門課程新

臺幣 2,000元獎勵金；該時間點未登錄英語授課，但後續增開英語授課課程或

中文授課改成英語授課，亦將核發 2,000 元獎勵金。登錄英語授課之課程若有

外籍生選課，不得改回中文授課。 

（二）教學獎勵：其教學意見調查學生反映英語授課時數達全授課時數 2/3以上，且

教學意見分數平均達 4.3以上，每門課程調升為新臺幣 12,000元獎勵金。 

 

 五、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 課務組：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布於校務資訊系統，提供教師

上網查詢；全校填卷率 44.8%，全校均標 4.62，全校平均 4.46。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填卷日期自 12月 13日起至 109年 1月 5日止。 

   

（二）教學發展中心： 

1.108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社群」申請期間為 12月 16日～109年 1月 13日。

2.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讀書會」申請期間為 12月 30日～109年 2月 10日。 

3.108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計畫」申請期間為 109年 1月 6日

～3月 6日。 

 
（三）主計室: 

1.為提升行政效率，增進服務效能，檢附本校經費報支簡化明細表(如附件 2、

pp.4-5)及本校 109年會計年度經費報支作業事宜(如附件 3、p.6)。 

2.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2點、第 5點及第 8點，

並自 109年 1月 1日生效，請依要點報支差旅費(如附件 4、pp.7-8)。 

 

（四）竹師教育學院：檢附 108年 12月 25日 1081-2院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5、pp.9-14) 
另有關竹師教育學院願景與藍圖共識討論，共識會中同仁認為學院發展的目標與

願景需要更深入溝通與釐清，因此決議成立工作小組，重新審視過去訂定之學院

目標，且針對未來組織架構與文化重塑進行雛形規劃，小組建議將作為日後共識

會討論的版本。學院徵求對於學院未來發展有想法且願意參與討論的同仁加入工

作小組，有志之士請於 1月 10日前向王淳民副院長報名

(chunmin@mx.nthu.edu.tw)。 

 

六、依據本系 108年 12月 11日 1081-2系評會議決議:本系擬依照院徵聘之實務教師運作

模式，徵詢有優良成就者應聘，並積極尋求符合本系相關專業領域的校內外合聘教師

應聘。 

mailto:chunmin@mx.nthu.edu.tw


IV 
 

 

七、為提升本系大五實習生教甄口試能力，系上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返校座談邀請 8 位小

學校長幫實習生模擬口試，共有 30 人參加。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略) 
 
※系學會工作報告 
 
ㄧ、已完成之活動報告 

（一）9/4新生領航營-院系時間 

（二）9/9新生迎新 

（三）9/23(一)系學會送舊  

（四）9/25(三)系烤-教育大會烤&制服日 

（五)10/29(二)大一期中夜點發放(圈圈微森飲料與蛋餅) 

（六）11/23(六)、11/24(日)假日營隊-米奇妙妙屋 

（七）11/26(二)講座(應屆考上學姐:李昕諮、卓君諭分享經驗) 

（八）12/3(二)桌遊-《走狼育見迷人的你，殺到我的心坎裡》 

              地點:一活 KTV室 

（九）12/20(五)耶舞-《After Midnight》 清大教科 X心諮 X    

體育 X物理 X交大機械             地點: 晶宴新竹館 

(十)12/26(四)大一期末夜點發放(燒仙草與竹塹餅) 

 

二、下學期活動預告 

    (一)傳情活動(2月底) 

    (二)系出遊(3月中) 

    (三)假日營隊(4月) 

    (四)北教盃(5月初) 

    (五)大四送舊(5月底或 6月初)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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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第二屆辦理日期預定為 109年 5月 15日(五)並與中華民國學校行政學會共同主辦，

擬請訂定本次論壇徵稿主題、各組子題及責任分工。 

  二、檢附 2019年清華教育學國際論壇計畫書(如附件 6、pp.15-16)。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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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二】 

案由：修正本系碩、博士士論文計畫及學位考試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系碩、博士士論文計畫及學位考試要點，部分文字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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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本系碩士

論文計畫

及學位考

試要點 

三、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時，應以本系

專任教師為優先考量，必要時須提

出申請經本系學術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得選擇校內其他系所專

任教師指導（申請書如附件 7、

p.17)或本系專任教師與校內、外

學者專家共同指導（指導教授除須

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

委員資格外，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

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三、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時，應以

本系專任教師為優先考量，必

要時可經由系主任同意，選擇

校內其他系所專任教師指導

（申請書如網頁）或本系專任

教師與校內、外學者專家共同

指導（指導教授除須具備學位

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資

格外，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

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

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

授。 
本系碩士

論文計畫

及學位考

試要點 

四、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時，應以本系

專任教師為優先考量，必要時須提

出申請經本系學術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得選擇校內其他系所專

任教師指導（申請書如附件 7、

p.17)或本系專任教師與校內、外

學者專家共同指導（指導教授除須

具備學位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

委員資格外，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

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 

四、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時，應以

本系專任教師為優先考量，必

要時可經由系主任同意，選擇

校內其他系所專任教師指導

（申請書如網頁）或本系專任

教師與校內、外學者專家共同

指導（指導教授除須具備學位

授予法規定之學位考試委員資

格外，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

任助理教授以上之資格）。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

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

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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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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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上開 6 位在職研究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8、

pp.1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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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散會(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