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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  間：110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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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6)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修訂本系碩士班外國生修

業規定，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適用於全體外

國生(不含陸生)。 
提案二 有關本系碩博士班論文

計畫及學位口試經費支

用乙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本系以通過後的支給

標準給付口試費及交

通費，另再提相關會

議討論。 

提案三 有關本系轉系規定，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適用。 

提案四 有關在職專班降低學分數

並提高學分費用與營運規

劃等事宜，提請討論。 

一、關於是否調降畢業學分與提高學

雜費或學分費，經討論後建議以下

兩個方案: 

○1E

A降低修課學分數 3學分(1門課)

及論文學分收費，提高學分費。 

 A○2E

A降低修課學分數 6學分(2門課)

及論文學分收費，提高學分費。 

   記名投票表決，結果統計如下: A○1E

A5票、A○2E

A4票，皆未超過半數，故建

議學院提出更精確及詳細規劃，俟

下次再議。 
  二、在職班授課鐘點費不分職級，並請

學院依據台灣本島，外島與國外訂

定鐘點費支用標準範圍。 

  三、關於是否由學院設置營運長與專職

助理協助全院在職專班事務，仍維

持目前由各系辦理，並請學院提出

此項做法理念、目的、作法、可能

產生的問題等，以便再討論。 

  四、請學院結合校友會成立募款小組，

建立募款機制，以挹注長遠教育學

院經費，促進教育學院發展。 

已提院行政會議討

論，決議事項(如附件

2、p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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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提案一 

本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

計及計分方式是否得宜，提

請討論。 

 

一、因為大學部與研究所在修課、人

數等性質不同，建議大學部及碩博

士班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分別統計。 

 二、未免少數同學在教學意見調查時

與陳述意見時，針對特定的人事

物，加入情緒性用語。其他大學多

有針對特殊案例（經由教師主動申

請後）得去除明顯極端值的作法，

建議本校能仿效去除明顯極端

值，以確保教學意見調查的客觀

 

俟收集資料完備後，

再提院行政會議討

論。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109學年度下學期本系博士班教育專題研討邀請校外專家講座(如附件 3、p.11)，共

計辦理 5場次，請鼓勵學生參加。 

 

二、110年本系新購置質化通 NVIVO教育三人授權版，歡迎師生至系辦索取上機序號使用。 

 

三、榮譽榜： 
 

（一）賀!本系成虹飛老師升等教授。 

 

 (二)賀!本系碩士班畢業生楊擎考取 109年台中市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考

試 教育行政類科榜首，並分發至台中市教育局。 

 

 (三)賀!本系 108級系友蔡佳倫考取 109年屏東縣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考

試 教育行政類科。 

 

(四)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書卷獎本系得獎名單如下: 

 

年級 學號 姓名 
一 109091011 吳郁婷 
一 109091031 陳濬萱 
二 108091025 廖翊淇 
二 108091026 廖思瑜 
三 107091016 陳紫妍 
三 107091020 吳子亦 
四 106091121 吳慧芬 
四 106091205 葉芷彤 
四 106091223 蔡文翰 

 

四、本系110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網路報名自3/26~4/6，請老師協助招生，報名網

址:http://delt.site.nthu.edu.tw/p/412-1129-71.php。 
 
五、109學年度本系「李春榮先生紀念獎學金」請鼓勵研究生(含碩博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http://delt.site.nthu.edu.tw/p/412-1129-71.php%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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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申請(收件至 5/17止)。 

 

六、師培評鑑試評訂於 110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試評當日本系出席老師名單及時間如

下表，請老師務必先保留時間。 
 

時間 流程內容 出席老師 
9:00 評鑑委員到 謝老師、如君老師、國樑老師、為國老師 
9:00-9:3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9:30-9:50 師資培育業務總體報 

告 
小教 2 人代表，中教 2 人代表 
小教-中心：哲/教科：林志成老師 
中教-中心：旖、琇、復、成、如 

9:50-10:10 移動至各類科場地 小教(第一會議室)、中教(華德福教室) 
10:10-10:50 
 

各受評師資類科進行 
業務報告 

小教-中心：杜、哲/教科：陳美如、白雲霞

老師 
中教-中心：成、復、琇/合聘： 

10:50-11:30 參觀  
11:30-12:00 
12:00-13:00  

資料檢閱 
午餐 

 

13:00-13:30 小教-在校生晤談 
中教-實習生晤談 

 

13:30-14:00 中教類科教師晤談 3 位(上午由委員抽取)，另行通知 
14:00-14:30 小教類科教師晤談 3 位(上午由委員抽取)，另行通知 
14:30-15:10 休息及委員擬問題  
15:10-16:00 
 

評鑑委員與各受評師 
資類科教師對話 

小教(第一會議室)、中教(華德福教室) 
除主要成員：謝、如、顏、為，其他各項目

負責教師皆出席。 
小教-中心：杜、哲、富、寶/教科：各項目

負責老師 (顏國樑、林志成、王為國、詹惠雪、

陳美如、彭煥勝、李元萱、謝卓君、白雲霞

老師) 
中教-中心：旖、琇、復、成、如/合聘： 

16:00-17:00 
 

評鑑委員公佈各項目 
評鑑結果與建議 

小教(第一會議室)、中教(華德福教室) 
除主要成員：謝、如、顏、為，其他各項目

負責教師皆出席。 
小教-中心：杜、哲、富、寶/教科：各項目

負責老師 (顏國樑、林志成、王為國、詹惠雪、

陳美如、彭煥勝、李元萱、謝卓君、白雲霞

老師) 
中教-中心：旖、琇、復、成、如/合聘： 

 
七、109學年度境外生入學統計如下，請老師檢視本系專任教師網頁，有關個人學術專長

及著作介紹…等，以便學生查詢。 

 

班別 外國生 僑港澳生 陸生 
博士班 1091:潘俊宏(越南) 

1092:翁欣慧(印尼) 
 林稼怡 

碩士班課程組 1091:莊氏水筑(越南) 吳藹琪(香港)  

http://delt.site.nthu.edu.tw/p/412-1129-1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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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竹師教育學院外文編輯/統計諮詢補助持續收件中，敬請師長踴躍提出申請。 

1.學術及教學發展補助要點：
http://law.site.nthu.edu.tw/var/file/326/1326/img/4200/355888558.pdf 
2.統計諮詢或外文編輯補助申請表：
http://ec.site.nthu.edu.tw/p/405-1134-127498,c12609.php?Lang=zh-tw 
 

   （二）教務處課務組：110 上課程之排課時程如下: 
系所：110 年 3 月 29 日~4 月 23 日 (第 6-9 週)(本系將於 4 月 13 日召開課程會

議，各組若有新增異動課程請於會議中提出)。 
院審核：110 年 4 月 26~30 日 (第 10 週) 
 

（三）教務處綜教組:教師授課彈性學期週數試行計畫(如附件4、p12)，自110 學年

第1 學期起，教師得提出學習模態改變之課程規劃（由18週調整為16週或17

週）—創新教學模式，由中高密度學習變成高密度學習，提升學生自主性學習，

課程內容不打折。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略) 
 

※系學會工作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訂本系碩博士班學生學分抵免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 5、pp.13-14)辦理。 

  二、檢附本系碩博士班學生學分抵免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

p.15-1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新訂「畢業學業表現優等獎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9 年 7 月 16 日校長與生科院師長座談時，生技所汪所長提議，除梅貽琦奬章外，

建議仿效美式學士榮譽制度，以鼓舞學生努力向學及作為學生就業或申請出國升

學時的認證及優勢。 
   二、後續教務處已召開「大學部學生畢業榮譽制度諮詢會議」（邀請各學院教師代表）、

「大學部學生畢業榮譽工作小組會議」（邀請畢聯會、藝設系代表及各行政單位

代表）研議。復經數次校務會報向校長及各學院院長報告，目前已確認邀請曾獲

金馬獎、亞太影展最佳美術指導—黃文英傑出校友協助設計、製作畢業領巾，頒

給本校大學部獲「梅貽琦紀念獎章」、「斐陶斐獎章」及畢業學業表現優等獎的

學生（以上學生人數約佔全體大學部畢業生 10％）。 
   三、為此註冊組已於 110/3/18(四) 109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提案八，新訂「畢業學

http://law.site.nthu.edu.tw/var/file/326/1326/img/4200/355888558.pdf
http://ec.site.nthu.edu.tw/p/405-1134-127498,c1260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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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表現優等獎要點草案」(如附件 7、p.18)，因與會委員仍有許多不同意見，最

後決議為「擱置本案，下次教務會議審議；並請各系（班）主管先進行內部討論。」。 
   四、請老師就下列問題提供意見。 

1. 受奬資格：贊成由各系所班組自訂標準或希望全校訂定統一標準?若希望全校

訂定統一標準，建議標準為：_______。 

2. 受奬人數：贊成為各大四畢業班在校生人數百分之五比例（四捨五入)核發或

其它比例?若選其它比例，建議為：______ 。 

決議：受奬資格：建議由各系所班組自訂標準，受奬人數：贊成以大四畢業班在校生人

數百分之五比例（四捨五入)。 

 
【提案三】 

案由：本系博士班在職研究生李佳穎（學號：10238031、指導教授：鄭淵全）申請延長

修業年限，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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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李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8、p.19)。 

決議：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