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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9 月 1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本校 N311 會議室 
主持人：彭主任煥勝                            紀錄：陳淑卿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讀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錄（如附件一、pp.1-3）：紀

錄確定。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本學期預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04 年 9/15、10/20、11/24 及 105 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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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賀!本系學生錄取各縣市國小正式教師共43人次。 

人次 班別 姓名 考取縣(市)/科別 

1 教科碩 蕭凱元 台南市英語科正式教師 

2 95 級甲班 蔣宜娟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3 95 級甲班 蔣宜娟 高雄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4 95 級甲班 邱佩盈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5 97 級甲班 李珮如 新北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6 97 級甲班 謝雅淋 新北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7 97 級甲班 戴逸豪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原住民組 

8 97 級乙班 葉珊吟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9 97 級丙班 黃乃文 臺南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0 97 級丙班 黃乃文 新竹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1 98 級甲班 黃柔毓 新北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2 98 級甲班 宋華瑋 新北市普通科正式教師-板橋區信義國小 

13 98 級甲班 李玫燁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4 98 級甲班 許秋茹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5 98 級甲班 廖佳琪 彰化縣普通科正式教師-民權國小華德福教師 

16 98 級乙班 張善婷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7 98 級乙班 田任禾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8 98 級乙班 劉宛芸 新竹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19 98 級乙班 吳珮瑩 基隆市普通科正式教師-深美國小 

20 98 級乙班 黃明善 新竹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1 99 級甲班 蕭雅如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2 99 級甲班 蕭雅如 臺南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3 99 級甲班 詹琬如 臺南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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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99 級乙班 李思儀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5 100 級甲班 吳依倫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6 100 級甲班 謝宗育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7 100 級甲班 梁韻霛 新北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8 100 級甲班 黃苡瑄 新北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29 100 級甲班 姚懿倫 臺南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30 100 級甲班 魏珮茹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31 101 級甲班 黃嫈蕙 臺南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32 101 級甲班 翁鈺婷 基隆市普通科正式教師-德和國小 

33 101 級乙班 蘇郁婷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34 102 級乙班 周俞均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35 102 級乙班 李嘉寧 新竹縣英語科正式教師 

36 103 級乙班 林佳明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37 教碩班 曾國堯 臺中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38 
98 級甲班&

教碩班 
邱于閔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39 教碩班 林梓鈴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40 教碩班 高郁涵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41 教碩班 林凱莉 新竹縣普通科正式教師 

42 課專班 楊雅惠 桃園市普通科正式教師 

43 課專班 陳怡安 高雄市特教教師 

 
   2、賀！本系邱富源老師榮升副教授，謹訂於本（104）年 9 月 29 日(二)中午 11:30 設

席新竹芙洛麗飯店，邀請各位老師蒞臨,共襄勝舉。 

   3、賀！本系新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共 5 人次，明細如下；另含多年期計畫案

合計共 10 案。 

計畫年度 主持人 內容 
104 彭煥勝 計畫名稱：臺灣小學的教與學典範轉移之研究：一個歷史的考察(II) 

執行起迄：2015/08/01~2016/07/31 
總核定金額：557,000 元  

104 成虹飛 計畫名稱：跨界找尋真實的教育：一所新設公辦華德福學校的協同行動研

究 
執行起迄：2015/08/01~2016/07/31 
總核定金額：613,000 元  

104 白雲霞 計畫名稱：社群與數位多媒體數學文字題閱讀理解教材融入教學之實施歷

程與成效評估研究 
執行起迄：2015/08/01~2016/07/31 
總核定金額：555,000 元  

104 蘇永明 計畫名稱：英國教育制度中實現社會正義與適性發展與各國「前期中等教

育」之比較暨我國「國中教育」之檢討與改進 
執行起迄：2015/08/01~2017/07/31 
總核定金額：1,139,000 元 

104 顏國樑 計畫名稱：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評估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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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起迄：2015/08/01~2016/07/31 
總核定金額：650,000 元  

 

    4、賀！本系彭煥勝、王子華及王淳民三位老師，獲科技部 104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

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勵。 
 

三、感謝王淳民老師協助規劃完成N720兼任教師休息室相關設施，歡迎老師善加使用，

同時感謝王為國老師協助規劃N310前廊「教師著作展示櫃」，懇請每位老師提供兩

本（篇）代表專書或期刊大著，以供展示之用。 

 

四、本系於9月10日（四）辦理教職員工文康活動，活動順利完成，感謝系上老師踴躍參

與，往後將持續辦理，亦請老師提供改善建議。 

 

五、本學期研究所各班制預定辦理新生座談會，日期及時間如下；請踴躍出席與會。 

班別 日期 時間 導師 主持人 

碩士班（含行政及

課程組） 
104年9月23日（三） 12:00-13:00 

行政組:謝傳崇 

課程組:成虹飛 

彭煥勝 

博士班 104年9月25日（五） 12:00-13:00 蘇永明 

課程與教學碩士

在職專班 
104年9月22日（二） 18:00-19:00 王子華 

教育行政碩士在

職專班 
104年9月21日（一） 18:00-19:00 鄭淵全 

 

六、105學年度各系研究所核定招生名額，如附件二（pp.4-6）。 
 
七、本系辦理104年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新竹班），於本（104）年9月13日完成開課課

程，感謝各位老師協助夜間及假日授課，本學期預計於本校及龍潭國小各開一班，開

班計劃書如附件三（pp.7-12），開課日期預計自今年11月至隔年3-4月，屆時亦請全

系老師繼續協助授課。 
 
八、依據教育部函訂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如

附件四（pp.13-16），本校於104年9月7日行政會議提會審議「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

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點」如附件五（pp.17-19），並於同年9月14日（開

學日）起實施。 

 1、依上開規定，學生兼任助理係指「兼任研究助理、兼任教學助理、兼任研究計畫

臨時工及其他不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理」，其分為二類 

(1) 屬學習關係：「學習型」兼任助理 

(2) 屬僱傭關係：「勞僱型」兼任助理 

 2、本校各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教師進用學生兼任助理時，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

確認雙方關係(「學習型」或「勞僱型」) 。 

3、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或教師確定經費來源及助理型態，屬學習型或勞僱型後，

填寫申請表及相關文件，送相關單位核定後，使得聘任，其申請作業流程圖如附

件六（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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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學期將有 2 位大陸博士生入學，名單如下： 

 
   本學期大陸地區學生赴本校短期研修者，名單如下： 
 

序號 學號 姓名 性別 學制 研修年級 大陸學校 導師 

1 10442001 劉禕 女 碩士 三年級 西北師範大學 王淳民 

2 10442004 張鑫 女 碩士 二年級 西北師範大學 顏國樑 

3 10442005 阮亞林 女 碩士 二年級 西北師範大學 顏國樑 

4 10442008 閆錦波 女 碩士 二年級 西北師範大學 成虹飛 

5 10442009 向丹 女 碩士 三年級 西北師範大學 顏國樑 

6 10442010 安正美 女 碩士 二年級 浙江師範大學 成虹飛 

7 10442011 魏淨霞 女 碩士 二年級 浙江師範大學 成虹飛 

8 10441022 母昕 女 學士 三年級 浙江師範大學 白惠芳 

9 10441031 逄添皓 女 學士 三年級 瀋陽師範大學 白惠芳 

10 10441032 劉淑敏 女 學士 三年級 瀋陽師範大學 白惠芳 

11 10441035 教忠迪 女 學士 三年級 瀋陽師範大學 白惠芳 

 
    請老師給予課業、學習及研究…等各方面的協助。 
 
十、本系辦理研究生赴 UCLA 暑期修課活動，迄今已辦理五屆，依據本校學生學雜費學

分費及其他費用繳納要點辦理，需繳交相關費用，為免增加修課學生負擔，從下屆

開始所開兩門科目（比較教育導論及教育學政治分析研究、各 3 學分），本校各系所

研究生（含日間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修課學分均採計為跨校際自由選修課程，

惟本系博士生修讀，另可採計為畢業門檻所需之英文成績。 
 
十一、本校 104 年 7 月 6 日第 10407 次行政會議報告：教職員工如有校外兼職依規定應

事前提出申請，如有疑義請洽詢人事室協助。 
 

十二、轉知本校104學年度第1次教務會議已修正本校開課及排課作業原則部分條文為：

日間部碩士班最低開課人數為3人；博士班最低開課人數為2人，「惟為博士班境

外學生獨立開課者不在此限。」  
 
※領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苗栗教育菁英專業培育班課程預計在 11 月結束。 

 

二、竹北教育菁英專業培育班現招生中，預計 10 月初在新竹縣東興國小開課，感謝各位

班別 學號 姓名 出生年月日 學歷 任職單位 

教科博一甲 10438006 沈  綱 1977/1/15
黃岡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四川大學/體育科學碩士 

常州大學體育教學副教

授 

教科博一甲 10438007 王海燕 1974/4/9 
東北師範大學學前教育專

業碩士 
瀋陽大學師範學院學前

教育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DU001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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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協助受課。 
 
※數位學習產業創新研究發展中心工作報告 

一、感謝各位老師對本中心支持，暑假期間學生已完成工研院實習。 
 
※系學會工作報告 
一、表單調查 

1、教學優良教師 (樣本數:197) 
專任：白惠芳、陳美如、詹惠雪 
兼任：楊景盛 
 

2、科技類課程：同學推薦包含有數位影像設計、多媒體與視覺傳達設計、網頁設計

與製作(正面意見：對 e 世代之班級經營有幫助；反面意見：希望老師能在上課前

對使用的程式有更多的瞭解) 
3、建議： 
(1) 希望大一新生可以先教常用的 Microsoft 系列的程式 EX: Word、Powerpoint、Excel

等等。 
(2) 科技類課程能和教學高度相關，秉持「教育為本，科技為用」之精神。 

 
3、大一新生 (樣本數:87) 
(1) 地區分佈：北部(51%)、南部(20%)、中部(17%)、僑生(9%)、東部(2%)及金門(1%) 
(2) 選擇本系之動機分別為：國立大學、分數落點、志願、未來就業機會及家人期許。 
(3) 從「校園網站」得知本科系。 
(4) 一半的同學尚未進行畢業後之規畫。 

 
二、暑期活動 

1、8 月 17-20 日夏日大作戰-妖怪手錶大冒險：結合樂高營及假日營隊之課程設計及

規畫。 
 
2、9 月 5 日協助新生家長座談會 
(1) 協助簽到、攝影、場佈、宣傳等事項 
(2) 邀請大四學姐－林珈卉經驗分享 
(3) 說明系會費之用途  
 
3、9 月 8 日新生訓練系務時間 
(1) 介紹內容包含：選課、新竹食衣住行、系會成員、學期活動預告、宿舍導覽、系

隊宣傳。 
(2) 9 月 7 日跑寢關心學弟妹適應狀況 

 
三、 下學期總體目標 
    1、協助新生適應竹大生活。 
    2、系上凝聚力－提醒舉辦家聚、系上共同活動之舉辦（不分年級）。 
    3、幫助系上同學實踐所學－續辦假日營隊。 
    4、學生與系上之溝通橋梁－定期開表單瞭解同學需求。 
 
四、9-10 月系學會預定活動如下： 

1、9 月 25-27 日：迎新宿營 
2、9 月 28 日：系電子報發行  
3、10 月 7 日：系烤及才藝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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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月 9 日：第一次系週會講座 
5、10 月 5 日-11 月 6 日：新生盃球賽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擬制訂本系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每學（暑）期修習學分數上下限，提請 討論。 
說明：依據本校大學學則第六十八條規定：「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數一般生之上限

為十二個學分、在職生之上限為十個學分，下限由各系所自訂，但已修畢應修習

之學分者，不受學分上下限之規範。…一百零三學年度前（含）入學修讀碩士在

職專班及教師碩士在職專班之學生每學（暑）期修習學分數不得少於二學分，最

多不得超過十學分。自一百零四學年度起修讀碩士在職專班及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之學生每學（暑）期修習學分數上下限由各系所自訂。 
擬辦：比照 103 學年度前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本系研究所各班制研究生（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每學（暑）期

修習學分數上限依本校學則規定，彙整如下表： 

系所 

名稱 

碩士班一般生 

修習學分數 

碩士班在職生 

修習學分數 

博士班一般生 

修習學分數 

博士班在職生 

修習學分數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下限 

教科系 12 2 10 2 12 3 10 3 

 
【提案二】 
案由：擬建請修訂本學位論文指導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學位論文指導及相關費用支給要點，如附件七（pp.21-22）辦理。 
二、本系研究所（含日間碩博士班及兩班碩士在職專班、大陸研究生），每學年招收新

生約 100 人，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名額，現階段無法滿足學生擇定指導教授之需求，

故擬建請修改上開辦法第二條規定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甲案： 
二、… 

本校專任教師每一學年得新增指導同

一學制研究生至多六名，且日間學制

研究生及夜間（含暑期）學制在職專

班研究生每學年合計不超過十名，共

同指導的學生名額以二分之一名計

算，惟專任教師指導境外研究生，得

不計入指導員額。 
 
乙案： 
二、… 

本校專任教師每一學年得新增指導同

一學制研究生至多五名，且日間學制

研究生及夜間（含暑期）學制在職專

班研究生每學年合計不超過八名（或

每兩學年合計不超過十六名），共同

指導的學生名額以二分之一名計算，

惟專任教師指導境外研究生，得不計

 
二、… 

本校專任教師每一學年得新增指導同

一學制研究生至多五名，且日間學制

研究生及夜間（含暑期）學制在職專

班研究生每學年合計不超過八名，共

同指導的學生名額以二分之一名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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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指導員額。 
 
決議：建議通過條文依甲案意見修正，或可依各系（所）招生數為基準（含碩博士班及

碩士在職專班、陸生…等正式學位班制），計算專任教師每一學年指導員額。  
 
【提案三】 

案由：馬來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修業相關規定，提請 討論。 

說明：本系開設馬來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修業相關規定如下： 
  

項目 辦法依據 規定條文內容 
境外班招生 本校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境外專班招

生規定 
略 

教師授課鐘點費 本校教師授課時數及支給超支鐘點

費辦法第七條 
 

本校境外專班經費以收支平

衡、自給自足為原則。教師授

課時數另計，超授時數不受第

六條規定限制；教師鐘點費以

每小時新台幣3000元為上 

擇定指導教授 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第四條 …。 

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時，應

以該系所專任教師為優先考

量，必要時經由系所主管同意

得選擇校內其他系所專任教

師指導或該系所專任教師與

校外學者專家共同指導。境外

專班指導教授得經系所主管

同意後由兼任教師單獨指

導。指導教授聘任之相關規定

由各系（所）訂定。 
修業年限與學分 
休、退學 
成績考核 
畢業、學位 

本校大學學則第三篇 略 

指導教授員額 本校學位論文指導及相關費用支給

要點(尚無規定) 
擬辦：本境外班制生員為外加

招生員額，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指導教授，建議不併入每學年

之指導量。 
畢業門檻 本系碩士班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擬辦：本系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於辦理離校手續前，應

出席旁聽 3 場同學的論文發

表，每位研究生至少參加 3 場

(含)以上。(如附件八、p.23：
學習護照) 

 
決議：本班制畢業門檻照案通過，指導教授員額決議併入本次提案二討論。 
 
【提案四】 
案由：本系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年限申請，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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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依據依本校學生學則第六十六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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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出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年限申請共 2 位，檢附「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

修業年限申請表」，如附件九（pp.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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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五】 
案由：有關本校訂定「優良導師認證及獎勵要點」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為強化導師工作推展績效，鼓勵導師服務精神，並善盡導師職責，以獎勵熱心奉

獻、輔導績優之導師，進而營造本校優良導師風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校 104 年 7 月 6 日第 10407 次行政會議決議，請各系所提供意見。 
 三、檢附績優導師認證及獎勵要點草案乙份，如附件十（pp.26-30）。 

擬辦：相關意見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整。 
決議：無修改意見。 

 
【提案六】 
案由：有關修訂本校「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學意見反映調查實施要點」乙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 次教學及行政主管聯席座談會決議，請各系所提供本要點

修正意見。 
  二、本校為教學型大學，彈性薪資審核標準應將教學意見反映納入考量。 
  三、檢附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學意見反映調查實施要點乙份，如附件十一（pp.31-32）。 
擬辦：相關意見送教務處學術發展組彙整。 
決議：無修改意見。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4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