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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6 年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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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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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年度下學期系務會議時間，須俟校及院務

會議時間公布後再另行公告之，原則上安排四次且皆為星期二中午 12 時。 

 
二、榮譽榜: 

  1.竹北菁英班朱曉彥考取 105 年桃園市國小候用校長及謝翠祝、李麗琦考取 105 年新

竹市國小候用校長。 
    2.教科四乙吳惠庭同學獲選「1051 領頭羊-熱心公益」。 
    3.「2016 解說大賽」本系得獎名單如下： 
 

得獎學生 名次 
教科四乙 周佳利 中文解說組 第二名 
教科三乙 溫婷妤 中文解說組 優選 

教科三甲 彭茹茵、廖羿筑 英文解說乙組 第三名 
 

三、考選部於 106 年 1 月 5 日公布之高考三級教育行政職系之教育專業考科草案中，刪除

「比較教育」及「教育哲學」，僅保留「教育心理學」、「教育測驗與統計」及「教育行

政」，恐嚴重破壞教育行政官員之教育學宏觀學養，請各位老師於 106 年 1 月 15 日前

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考選規劃司第一科表示意見（傳真：02-22363672，電子郵件：

000554@mail.moex.gov.tw，地址：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1 號）。建議將「教育心理

學」、「教育哲學」併入「教育基礎理論」（新增），「教育測驗與統計」併入「教育心理

姓名 出席次數 說明 姓名 出席次數 說明 
彭煥勝 4  蘇錦麗 --- 教授休假 

沈姍姍 4  陳惠邦 3 公假 1 次 

林紀慧 0 公假 4 次 李安明 2 公假 2 次 

林志成 3 公假 1 次 顏國樑 4  
陳美如 4  王子華 4  
蘇永明 4  鄭淵全 3 公假 1 次 

詹惠雪 4  成虹飛 1 
1050825-1051225
出國短期訪學 

王淳民 4  謝傳崇 --- 借調 

邱富源 3 公假 1 次 王為國 3 事假一次 
白雲霞 3 公假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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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保留「比較教育」科目。修改後考試科目為：行政法、教育行政學、教育基礎理

論（含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心理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 

 

四、106學年度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報考人數統計如下，感謝老師協助書

面審查及口試。 

 

 

 
 

 

 

 

五、依據勞動部規定，自106年1月1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至133元，每月基本工資調整

至21,009元。 

 

六、轉知進修推廣教育處，自 105 學年度第 2學期起，隨班附讀辦理辦法擬依照校本部流

程辦理，105 學年度下學期仍與校本部分開招生，異動內容如下： 

1.開放課程：為考量增加社會人士進修選讀的機會，所有課程皆開放選修(教育學程與

博士班課程除外)。 

2.審查方式：欲選修之社會人士於首堂課持報名表，親自交予授課教師，由授課教師自

行審查是否同意，同意後於報名表上簽章。 

3.鐘點費：授課教師每增加 1名學員無另增 5%授課鐘點費。 

4.開課收入依推廣教育收入分配原則： 

20% 納入校務基金 
5% 納入教務處管理費 
75% 5% 納入開課單位(院、系、所、中心)等執行單位之管理費。 

70% 納入開課單位(院、系、所、中心)等執行單位之業務費。

結餘款納入執行單位之管理費。 

 

七、106年本系核定資本門預算數為66萬元，系上或老師有其他設備需求亦請提出。 

 

八、轉知本校南大校區106年服務學習獎勵金分配（如附件二、p.4），本系分配金額為76,745

元。 

 

九、轉知本校南大校區學務處衛保組辦理在職勞工及實驗室特殊健康檢查注意事項（如附

件三、p.5）。 
 
十、105 學年度下學期博士班教育專題研討課程（如附件四、pp.6-7），每組各負責 2 週，

請召集人確認各場次主持人及校外專家學者人選。 

 

十一、竹教大及清大已正式合併，請各班導師勸導學生，勿在臉書上使用情緒性字眼互相

攻擊。 

 

※領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繼續辦理106年度苗栗縣與竹北中小學教育菁英專業培育班招生，如果招生順利，預

系所名稱 報考人數 招生名額 口試日期 

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40 11 3月17日(五)上午 

碩士班行政與評鑑組 27 11 3月17日(五)下午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41 28 2月10日(五)一天 

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70 27 2月11日(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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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3月中旬開課。 

二、辦理新竹市 106 年度教學卓越扶育及輔導實施計畫，替新竹市培育因應十二年國教課

程綱要的相關知能與人才，以及教學卓越、學校經營、教學創新學校團隊。採取扶育

策略包括織輔導工作團隊、工作坊、駐點輔導、扶育與陪伴三種策略。 

 

※數位學習產業創新研究發展中心工作報告(略) 
 

※系學會工作報告 

 

一、已辦理活動:     

1. 教科系成果展 

2. 耶誕舞會 

3. Edu Talk 
4. 第二梯假日營隊 

5. 系刊發行 

  

二、活動預告: 

    1. 3/8(三)畢業公演 

    2. 3/18、19(暫定)教科營 

    3. 4/29(六)紫荊季－為高中生辦的各系博覽會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擬訂定本系主任遴選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清華大學組織規程及國立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草案  

如附件五、pp.8-19）辦理。 

 二、檢附本系主任遴選辦法(草案如附件六、p.20)，請討論並提出修改意見。 

擬辦：送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並依辦法第五條規定成立遴選委員會。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是否自訂修讀輔系辦法乙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請系所討論是否自訂適用 106 學年度起修讀輔系雙主修辦法(須以學校校本部輔系

雙主修辦法為基礎)，並於 1052 學期(106 年 5 月底前)通過系務會議、公告各系網

頁；若無自訂，則依循校本部輔系雙主修辦法。 

二、 檢附「國立清華大學修讀輔系辦法」(如附件七、p.2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擬訂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乙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各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原則」第八點(如附件八、p.22)辦理。 

  二、檢附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草案)」(如附件九、p.23)。 

擬辦：通過後，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IV 
 

決議：文字修正後通過，並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案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各組召集人每學期擬減授授課鐘點一小時，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清華大學教師授課學分規定第5點(如附件十、pp.24-25)及原國立新竹教

育大學教師授課時數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第3及4條(如附件十一、pp.26-27)辦理 

  二、本系分四組（理論、行政、課程及科技組），各組召集人除協助系務工作及大學部、

研究所各班制課務協調與安排，亦為本系重要系務討論的代表。上述召集人為無給

職，由四組教師推選產生召集人。 

擬辦：通過後，擬簽報院長及教務長核定。 

決議：本案緩議。 

 

【提案五】 
案由：擬訂定本系系系退退休休教教師師借借用用空空間間使使用用作作業業要要點點，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原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建物空間分配及使用管理要點(如附件十二、pp.28-31)辦

理。 

  二、檢附本系退退休休教教師師借借用用空空間間使使用用作作業業要要點點(草案如附件十三、pp.32-33)，請討論並

提出修改意見。 

決議：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 

 

【提案六】 
案由：本系碩士生羅旭君(學號:10024506)延長修業年限申請，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原國立新竹教育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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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羅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年限申請表」(如附件十四、p.34)，請參閱。 

擬辦：會議審查通過後，送南大校區教務長核定。 
決議：通過後，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