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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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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4)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109 學年度各項博士生獎學金

配合款事宜，提請討論。 

配合款由系或院及指導教授分攤

比列各為 50％。 

通過後實施。 

提案二 本系博士班自由選修 9 學分修

業規定，是否彈性調整，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本系在學博士生(含新舊

生)均適用。 

另提課程委員會議

審議。 

提案三 本系碩士生鐘燕芬（學號：

107092512）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已簽核教務長同意

在案。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依據本系 109 -111學年度系務發展 KPI責任分工及執行策略，預計開辦博碩班生教

育研究法系列工作坊(質性及量化統計各一場次)，請老師協助邀請校外專家講師。 

 

二、110學年度本系碩士班考試入學，報名日期:109年 11月 30日〜12月 7日，請老師

協助宣導鼓勵報名，招生簡章詳如本校招策中心網頁。

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0753,r323.php?Lang=zh-tw  

 

三、本校 109學年度春季班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本系共 2人(含博士班 1人、碩士班行政

組 1人)，經 1091-3學審會議決議結果如下。 

 

外國學生入學 人數(國籍) 是否錄取 

博士班 印尼 1人 錄取(並同意提供獎學金) 

碩士班行政組 越南 1人 未錄取 

 

        有關本系招收外國研究生其專任教師指導額度，經 1082-2學審會議決議:每位

專任教師指導外國研究生人數，每學年以 2-3人為原則。 

 

四、1092 本系博士班「教育專題研討」必修課程(如附件 2、pp.5-6)，請各組召集人協

助安排校外講師。 

 

五、榮譽榜： 

 

(一) 賀!本系碩士班優秀畢業生黃書雯(指導教授:詹惠雪)、柳喬馨(指導教授:謝傳

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0753,r323.php?Lang=zh-tw


II 
 

崇)及賴雅菁(指導教授:王為國)獲彰師大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編輯委

員會 109年「優秀師資培育碩博士論文獎」，另獲頒學校團體獎。 

 

(二)賀!本系 109學年度竹師教育學院尹書田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獲獎名單如下。 

 

新/續領 班別 學號 姓名 

大學部新領 大學部 109091024 賴榆蓁 

大學部續領 大學部 106091116 鄭雅馨 

研究生新領 碩士班 109091513 陳世彣 

研究生新領 博士班 109091801 羅華珍 

 

(三)賀!本系博士班新生王彭梓翔獲 109學年度校長獎學金(每月新台幣 2萬元；至多

請領四學年)。 

 

 (四)賀!本系博士班 8位學生，獲 109學年度竹師教育學院全時博士生助學金，名單如

下。 

 

編號 學號 姓名 

1 106091861 林炳洲 

2 108091881 胡依珊 

3 108091803 高千惠 

4 108091801 李孟翰 

5 109091801 羅華珍 

6 107091801 李琬雲 

7 108003813 傅筱雯 

8 109091891 潘俊宏 

 

六、轉知 10910院行政會議-會議記錄報告及決議記錄事項(如附件 3、pp.7-11)。 

 

(一) 依據 10910院行政會議，設有在職專班的系所回覆如下： 

 

系所名稱 110 招生人數 回覆意見 提撥管理費 5% 

教科系 課程班甲組 22 人 

課程班乙組 18 人 
(配合學校政策辦理) 

行碩組 20 人 

維持現行提撥方式即為提撥管理費 5%。 同意 

幼教系 15 人 維持現狀，不同意在職專班以招收學生

人數提撥管理費至院。 

同意 

心諮系 工商心理 11 人 

輔導諮商甲組 14 人 

輔導諮商乙組 6 人 

建議方式為四點，其中一點為維持現行

5%。 

同意 

環文系 12 人 建議招生名額  15 人以下提撥管理費 

10%；16 人以上每超過 1 人依比例遞增 1%。 

 

數理所 甲組 9 人 

乙組 9 人 

共 18 人 

本所因以下原因，決定維持現狀： 

1.因招生名額減少，收入也減少。 

2.本所教師鐘點費是最低的，甚至是日夜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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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班合開，未支領鐘點費。雖有剩餘些

許結 餘款，但結餘款的使用都有訂定動

支的使用辦法，如補助學生出國或參加

國際研討會 

運科系 15 人 經通訊會議請老師就提案說明三預擬提

撥的方式回覆意見，結果同意 1 人、未

表示意見 8 人、不同意 5 人。 

 

竹師學院跨領

域 STEAM 教

育碩士 

15 名 會議記錄中未表示意見  

 

（二）在職專班提撥管理費至院之決議，應尊重設有在職專班系所意見。 

 

（三）針對 10910院行政會議決議事項，本系以記名投票方式，結果如下，並已送院

彙整。 

 

選單 票數 其他建議 

1.按照 1091-2 第二次系務會議，

維持現行提撥方式(即提撥院管

理費 5%) 

9 票 

○正E 

 

2.同意心諮系所建議提撥方式(即

按照招收人數三分之一為比例

數，即提撥管理費教科系為

20%) 

2 票  

3.其他： 

 

2 票 1.具體建議為提高提撥比例，但是具體的增

加比例，可以在後續系務會議討論。 

2.若以心諮系方案應以招生班別分別提撥，

即本系課程組、行政組分別依人數提撥，

不應將三班合計為 60 名，需提撥 20%。 

 

七、109學年度起導師費調整如下表，另諮商中心配合此次導師費調整的相關配套措施(包

含導師個人輔導費用使用建議、系所團體輔導費使用建議與核銷、導師問卷內容)相

關說明(如附件 4、pp.12-14)，或可至諮商中心網頁查看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184195,r728.php。 

 

 
 

八、1091-2系教評會決議通過，本系與數理教育研究所合聘林碧珍教授、許慧玉副教授，

聘期自 110年 2 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止。 

 

九、師培評鑑訂於明年 5月進行自評，自評報告已著手撰寫中，為因應龐大資料的蒐集，

相關資料請老師記得留存或作紀錄，例如學生輔導紀錄、課程歷程檔案等。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184195,r72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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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 教務處課務組：109下起排課時授課語言選項，除原"中文" "英語"，將新增”

有條件英語授課"《英語授課》及《條件式英語授課》差異說明如下。 

 

 

（二）研發處：轉知科技部「110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已開始接受申請，本校

申請人須於 110年 1月 4日(一)中午 12點前完成線上申請申請人校內截止日 110

年 1月 4日(一)中午 12點，系所於下午 3點前繳交名冊。

http://rd.site.nthu.edu.tw/p/405-1006-190464,c15692.php?Lang=zh-tw 

 

（三）學務處課外活動組：109學年「行健獎」，請鼓勵本系在學學生踴躍申請，截止日

期至 109年 12月 18日（五）16:00止。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2477,r6887.php?Lang=zh-tw 

 

（四）主計室：配合 109 年度結帳及決算作業，各類所得發放作業將提前辦理，時間異

動表(如附件 5、p.15)，請切實遵行辦理，以免核銷作業受影響。 

 

 (五) 全球處：本校 2021年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單獨招生簡章已公告，網路報

名時間為 2020年 10月 20日 9:00至 12月 18日 17:00 (台灣時間)，網頁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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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及博士班畢業門檻，提請討論。 

說明： 

  一、檢附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6、

pp.16-18)。 

  二、檢附修正本系碩博士研究生畢業門檻相關規定(如附件 7、pp.19-24)。 

http://rd.site.nthu.edu.tw/p/405-1006-190464,c15692.php?Lang=zh-tw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2477,r6887.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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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俟與本系博士生(含本國生及境外生)師生座談溝通，凝聚共識後再提案討論。 

 

【提案二】 

案由：修訂本系博士論文計畫及學位考試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本系博士論文計畫及學位考試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

pp.25-30)。   

決議：同【提案一】決議。  

 

肆、臨時動議：(略) 
 
伍、散會：（13:30） 


	（二）研發處：轉知科技部「110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已開始接受申請，本校申請人須於110年1月4日(一)中午12點前完成線上申請申請人校內截止日110年1月4日(一)中午12點，系所於下午3點前繳交名冊。http://rd.site.nthu.edu.tw/p/405-1006-190464,c1569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