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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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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4）：

紀錄確定。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本校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訂於 108年 6月 15日(六)舉行，本系另擇於 6月 19日(三)

下午 16點 30分，辦理研究生小畢典，邀請指導教授及全系老師出席。 

 

二、107及 108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班制報名人數及錄取率統計。 

 

班制 107 學年度入學 108 學年度入學 

博士班 

推甄 
入學 

報名人數 (員額)錄取率 報名人數 (員額)錄取率 
19 

(一般 4/在職 15) 
一般 (1) 25% 
在職 (3) 20% 

20 
(一般 10/在職 10) 

 一般 (2) 20% 
 在職 (2) 20% 

考試 
入學 

19 
(一般 5/在職 14) 

一般 (1) 20% 
在職 (2)14.3% 

20 
(一般 4/在職 16) 

 一般 (1 )25% 
 在職 (2) 12.5% 

碩士班 
課程組 

推甄 
入學 

79 
(一般 64/在職 15) 

 一般 (5)7.8% 
在職 (5)33.3% 

112 
(一般 86/在職 26) 

 一般 (6) 7% 
 在職 (4) 15.4% 

考試 
入學 

39 
(一般 29/在職 10) 

 一般 (5)17.3% 
在職 (6) 60% 

55 
(一般 45/在職 10) 

 一般 (7) 15.6% 
 在職 (4) 40% 

碩士班

行政組 

推甄 
入學 

26 
(一般 16/在職 10) 

 一般 (4) 25% 
 在職 (6) 60% 

51 
(一般 30/在職 21) 

 一般 (6) 7% 
 在職 (4)15.4% 

考試 
入學 

21 
(一般 15/在職 6) 

 一般 (5)22.3% 
 在職 (6)100% 

25 
(一般 15/在職 10) 

 一般 (6) 40% 
 在職 (5 ) 50% 

在職 
專班 

課程 76 (25)32.89% 95 (24)25.26% 

金門 --- --- 21 (20)95.24% 

行政 61 (25)40.98% 71 (24)33.80% 

 

三、榮譽榜:賀!本系博士生邱茗伊及碩士生楊采蓁於 108年 3月 26日至 3月 28日赴日

本京都參加國際商業和社會科學會議發表論文，獲本校研發出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國外差旅費各為 14000元及 7000元。 

 

四、108年第一次教師資格考試通過率(應屆實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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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科 應屆通過 應屆未通過 實習總人數 通過率 107(本校)通過率 108全國通過率 

中教 37 3 40 92.5% 88% 57.80% 

小教(學程) 60 11 71 84.5% 85.33% 
59.38% 

小教(教科系

 

56 5 61 91.8% 91.07% 

幼教 60 6 66 90.9% 92% 62.33% 

特教 32 2 34 94.1% 93.75% 
69.8%(身障) 

82.5%(資) 

總數 245 27 272 90.1%  60.26% 

 
 
五、108教育學碩士學分班目前招生中，今年只開設新竹班，預計招收 30人，請老師協

助宣傳招生。 

 

六、本系於 4月 28日舉行 108年系友會會員大會暨校友回娘家，會中通過合校後之“國

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並選出第三屆理

監事(名單如附件 2、p.5)，當日竹師文教基金會董事包含黃萬益校長、蔡長盛老師、

呂燕卿老師、何秀珠老師等多位師長們也一起參與，大約百人出席。校友齊聚一堂

敘舊聊不完，會中報告系務發展並參觀竹師校友會館，有研究所學習與撰寫博碩論

文甘苦點滴、疊棉被、唱校歌的回憶…等等,也感謝林紀慧院長、劉先翔主任、蘇永

明老師、李安明老師、林志成老師、彭煥勝老師出席參加。 

 

七、轉知本校各單位訊息: 
 
   （一）教務處綜教組: 本校 107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 108年 6月 15日假校本部體

育館辦理，畢業流程請逕洽專區連結如

下:http://dgaa.web.nthu.edu.tw/files/11-1074-10540.php?Lang=zh-tw。 

 

1.研究生場：典禮自上午 9:30 開始，畢業生請於上午 9:15以前進場，9:15後 

將原畢業生座位區空位開放給家長及貴賓。典禮時間約 3小時。 

 

2.大學生場:典禮自 19:00開始，畢業生請於 18:45 以前進場，18:45後將原畢

業生座位區空位開放給家長及貴賓。典禮時間約 2小時。 

  

 （二）總務處採購組:即日起 10萬元以下共同契約採購，由各單位採購後，送交竹

師教育學院下訂，並完成驗收。 

    

   （三）教務處課務組： 

        

       1.本學期停修課程已開始受理，至 5月 6日止，停修方法連結如下: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01053.php?Lang=zh-tw 

 

2.1072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108年 5月 24至 6月 16日止。 
        

   （四）竹師教育學院: 
        1.有關學院新大樓經 4月 25 日第六次會議討論，因原設計空間調整，各系所

之空間改為一間系級中心及一間實驗室，分配之空間(如附件 3、pp.6-7) 。 

         

http://dgaa.web.nthu.edu.tw/files/11-1074-10540.php?Lang=zh-tw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01053.php?Lang=zh-tw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902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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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本校 107 學年度第 9 次校務會報報告事項，有關 108年研究生獎助學

金經費分配(如附件 4、pp.8-13)，本系分配金額為 40萬元。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於 108年 5月 17日假本校綜合教學大樓 B1國際會議廳，辦理「2019年清華教育學

論壇」，邀請本系師生踴躍報名參加，報名連結如

下: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ExwKSM5TW2E9mvjEci-WWqmBWg

OZWWPEO_WN0juPZVR7vPw/viewform。 

※系學會工作報告 

一、已完成活動 

    1.4月 28日系出遊圓滿落幕 

二、活動預告 

    1.5月 6日「生活以上，生存以下：連俞涵」講座 

    2.5月 19日教科系假日營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開設之師培課程授課教師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師培評鑑師資質量計算，師培課程專任教師須超過 75%之授課比例，並依每學

期之開課數進行計算。

  二、本系大學部 1081 開設之師培課程共 24 門(如附件 5、p.14)，專任教師授課數應須

有 18 門。以目前排課情形，專任教師授課數 16 門、兼任教師 5 門，預計停開「另

類教育與教學」、「多元文化教育」、「教學技巧與策略」、「行為改變技術」、「鍵盤

樂」共 5 門課，而「班級經營」(1 班)和「教育統計學」(2 班)擬由兼任教師授課，

然此專任教師授課之比例仍未達 75%。 
  三、為解決專任教師師培課程授課比例不足問題，擬請各組輪流安排專任教師(或專、

兼任教師合開)教授相關師培課程。 
決議：

一、1081「班級經營」由本系專任教師林志成老師與新聘兼任教師郭碧玄共同合開， 

「教育統計學」兩班由本系專任教師李元萱老師授課，以符合本系師培課程須達

專任教師至少 75%的規定。 

二、1082 本系開設之師培課程請各組依課程屬性歸屬，如未達本系師培課程須達專

任教師至少 75%的規定，則請本系各組專任教師義務授課。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大一導師開設「服務學習」，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服務學習」為本校必修 0學分之課程，須於畢業前修習累計至少 60小時服務學

習課程。107 學年度由系辦擔任課程負責人，主要由學生自行找尋校內外服務學

習時數。 

  二、為落實本系導師生互動，有效強化師生關係，擬由大一導師擔任「服務學習」課

程負責人，期望導師帶領學生從服務經驗中學習及反思，有效強化學生全人教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ExwKSM5TW2E9mvjEci-WWqmBWgOZWWPEO_WN0juPZVR7vP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ExwKSM5TW2E9mvjEci-WWqmBWgOZWWPEO_WN0juPZVR7vP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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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習效能。 

決議：照案通過，由大一導師擔任「服務學習」課程負責人，並由本系支援輔導學生所

需費用，如校外參訪租車費、誤餐費…等。 

 

【提案三】 

案由：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洪滋憶（學號：104245307，指導教授：王子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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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洪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6、p.15)，請參閱。 

擬辦：會議審查通過後，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  

 

肆、臨時動議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追蹤事項 

 
時  間：108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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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3）：

紀錄確定。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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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合校後本系未來發展方向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本系未來發展方向含各班制課程結構、大學生轉系問題、專任師資聘任及新

大樓系級中心空間規劃等，請討論並提供建議。 

  二、系級中心暫定名稱為「研究中心總辦公室」，以師生共用為原則。 

  三、實驗室暫定名稱為人工智慧物聯網實驗室(AIOT)，內置一臺雷射切割機，另大數

據實驗室內置 25台個人電腦。 

決議： 

  一、請各組於會後針對本系各班制課程結構、提升教師與學生學術能量、增進學生學

習、專兼任師資聘任、招生、系友聯繫等議題進行討論。 

  二、俟凝聚各組意見後，另於本學期召開系務發展會議，必要時將邀請校外專家學者

提供建議。 

追蹤事項：課程組(含科技組)及行政組已召開會議討論，俟凝聚各組意見後，另召開系

務發展會議。 

 

【提案二】 

案由：有關 109 學年度本系碩士班在職生招生名額應佔碩士班名額比例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竹師教育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報告事項辦理，摘錄如下。 

一、 108 年 2 月 26 日校務會報報告重點摘要： 
(五)為充實本校研究能量，同時考量學生具有職場經驗有利研究激盪，爰有關

碩士班在職生之招生名額比例規定，自 109 學年度將制訂比例： 
1. 若碩士班同時有設立碩士在職專班者：各系所碩士班在職生名額應佔碩

士班名額比例至多 15%（含）以下。 
2. 若未同時設有碩士在職專班者：各系所碩士班在職生名額應佔碩士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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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 108學年度本系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組及行政與評鑑組甄試與考試入學系所分

則(如附件 7、pp.15-18)，彙整上開 108學年度兩組一般生及在職生招生名額與

占額比例如下表，請討論並提供意見。 

 

碩士

班組

別 

推甄入學 考試入學 

說明 
一般生招

生(報名)

人數 

占員額

比例 

在職生

招生(報

名)人數 

占員額

比例 

一般生招

生(報名)

人數 

占員額

比例 

在職生招

生(報名)

人數 

占員額

比例 

課程與

教學組 
6(86) 60％ 4(26) 40％ 7(45) 63.6％ 4(10) 36.4％ 

依據院務會議報告

事項辦理，兩組在

職生員額於當年度

辦理推甄入學及考

試入學總計約 3~4

名

(21*0.15=3.15)。 

行政與

評鑑組 
5(30) 50％ 5(21) 50％ 6(15) 54.5％ 5(10) 45.5％ 

 

決議： 

一、需考量教育相關科系碩士班招生來源及在職研究生也有日間進修的需求。 

二、依照本系以往教師教學經驗，在職生和一般生一起上課時，可透過課程討論、合作

報告與研究論文撰寫等過程。較年輕的一般生，分享年輕世代的觀點與見解，在職

生可以分享職場(教學)經驗，雙方可以互相學習，成為彼此重要的資源。 

三、綜合以上所述，建議碩士班在職生招生員額宜採逐年遞減方式，再視報名人數檢討

調整再職生招生員額，109學年度本系碩士班課程組及行政組，在職生招生員額各

為 6名(約占員額 28％)為宜。  

追蹤事項：依據本校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會議紀錄業務報告，若碩士班

同時有設立碩士在職專班者：各系所碩士班在職生名額應佔碩士班名額比例

至多 15%（含）以下。  

 

【提案三】 
案由：有關評鑑委員所提將師培中心納入教育學院之建議，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竹師教育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報告事項辦理，摘錄如下。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報告事項： 

四、 107 年學院評鑑具體改進方案後續依據本校教學單位評鑑辦法第十條第六項 

規定送全 校檢討會議。其中有關委員所提將師培中心納入教育學院之建議

，建請委員評估院中院制度之可能性。 

 

  二、檢附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如附件 8、pp.19-21) 

擬辦：決議事項提送院會會議審議。 

決議： 

  一、請先查明師培中心設立法源依據，以及詢問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如果 

      未設一級單位是否會影響評鑑成績，並分析設立一級單位與院中院的利弊得失， 

額 比例至多 30%（含）以下。 
3. 針對碩士班有招收在職生之系所，其一般生入學時是否繳交「入學後不

在 職證明切結書」，各系所可規範，並於招生簡章分則載明，亦由各系所

收取 及保留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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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做為參考。 

  二、依據合校意向書：「新竹教育大學於民國 29 年創校，為國內師資培育的重鎮，

承繼培育優秀小教、幼教、特教教師的重要使命…」、「兩校整合後將設有中學、

小學、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四大教育領域，培養最優質的中學、小學、幼教及特

殊教育四類師資…」，建議維持師培中心為一級單位，以凸顯合校願景所載-成為

全國師資培育與教育研究之重鎮。 

  三、維持一級單位，有利於爭取經費及配置足夠的行政人力，以協調非師培系、師培

系所與師培中心各項行政業務。 

追蹤事項：建議事項送竹師教育學院彙整。 

 

【提案四】 
案由：有關申請教授延長服務應具條件與標準建議，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學院 108 年 3 月 6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報告決議，有

關申請教授延長服務應具條件與標準討論案，請系所先經系所會議凝聚共識後，

再送院教評會討論。 
  二、教育部「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如附件 9、pp.22-22)

第三條規定：「學校基於教學需要，經校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認定教授、副教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徵得其同意於年滿六十五歲後繼續

服務者，得辦理延長服務：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

人或國內外大學講座主持人。三、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四、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鐸獎。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二次以上。六、

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有一本以上個人著作出版或於國

內外著名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與所授課程相關之重要學術論文三篇以上，對學術

確有貢獻。七、教授藝能科目自屆齡當月或每次延長服務屆滿之日前五年內，有

創作、展演、技術指導三次以上，著有國際聲望。八、所擔任課程接替人選經認

定屬一時難以羅致。九、辦理產學合作成績優良，對學術及產業界著有具體貢獻。

各校得配合校務發展，自行訂定較前項各款更嚴格之條件。」 
  三、教育學院期凝聚各教學單位申請教授延長服務之共識為：如依前法第三條規定第

六點至第九點提出申請之教師，應需符合(1)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一次以上，

或(2)近 5 年獲彈薪點數 15 點以上，或(3)相當於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二款規定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本部二次傑出研究獎、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或經本部認可

之其他相當獎項，且申請機構於申請研究計畫函內敘明願意提供相關空間及設備

供其進行研究並負責一切行政作業者。」。 
擬辦：彙整意見後送院教評會討論。 
決議：配合教育學院所提建議辦理。 
追蹤事項：配合辦理。 
 
【提案五】 
案由：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鍾旻錦（學號：10324533、指導教授：王子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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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許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10、p.24)，請參閱。 

擬辦：會議審查通過後，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 

3



追蹤事項：照案通過，已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在案。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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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系友會第三屆理監事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職務 

1 范揚焄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小 校長 理事 

2 童鳳嬌 新竹縣立新豐國中 校長 理事 

3 桂景星 桃園市大溪區內柵國小 校長 理事 

4 盧文平 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小 校長 理事 

5 潘致惠 新竹市北區竹光國中 校長 理事 

6 葉若蘭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小 校長 理事 

7 林芷婕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小 校長 理事 

8 林陳烟 新竹市文化義工協會 理事長 理事 

9 鄭朝陽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與大數據研究中心 
合聘助理教授 理事 

 

1 張淑玲 新竹市新竹國小 校長 監事 

2 周雯娟 新竹市東區竹蓮國小 校長 監事 

3 陳淑惠 
新竹市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 

聘任編審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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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獎助學金 

分配原則 

2019年4月16日 
報告人： 

戴念華教務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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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各院數=當年核定數 - 專案分配 -教務處控留  

 ※均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兼任助理勞保、勞退等相關費用 

     註：108年校核定數含南大校區經費。 

2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結果 

年度 
校核定數 

(含博士班開課) 
分配各院總數 

106 125,872,000 110,252,166 

107 125,872,000 110,325,841 

108(註) 130,000,000 117,087,001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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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院102年分配額9成的獎助學金維持不變

 計算各院研究生人數，扣除一般管道招生之「在職生」(博士
生 x 3，碩士生 x 2)：
博士生：計數到4年級

碩士生：理工計數到2年級，人社、科管計數到3年級

 考量授課學分總數

 拿部分獎助學金做為以下之用：
大班與服務課程(納入各院分配數內，各院通知上標示出各
系所分配金額)

鼓勵開設英語課程(103年310萬、104年380萬、105年205萬、
106年391萬、 107年394萬、108年414萬)(專案分配)

3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原則-校本部 
(103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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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106年分配數 107年分配數 108年分配數 108及107年差額 

人社院(註1) 11,885,501 11,963,669 12,106,199 142,530 

科管院 5,617,684 5,678,606 5,681,606 3,000 

電資院(註1) 24,479,392 24,564,530 24,679,710 115,180 

工學院 29,595,851 29,602,723 29,505,326 -97,397 

生科院 9,312,460 9,319,007 9,403,975 84,968 

原科院 10,167,074 10,145,129 10,145,593 464 

理學院 18,689,724 18,799,462 18,778,383 -21,079 

清華學院(註2) 504,480 252,715 231,809 -20,906 

合計 110,252,166 110,325,841 110,532,601 206,760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結果-校本部 

近3年分配額之比較 

 註1:人社院、電資院分配數另需扣除教學助理經費(該經費由學校人事費支應)

 註2:清華學院原學科所分配數將納入致竹師教育學院之通知中。
 均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兼任助理勞保、勞退等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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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科管院107年分配數(扣除大班及服務課程加額)、學生
數

 依校本部方式計算各院研究生人數，扣除一般管道招生之
「在職生」 ：

博士生計數到4年級

碩士生計數到3年級

 考量授課學分總數

 比照校本部考量大班與服務課程(納入各院分配數內，各院
通知上標示出各系所分配金額)

 比照校本部納入鼓勵開設英語課程方案(專案分配)

5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原則-南大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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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106年分配數 107年分配數 
107年實支後

餘額 
108年分配數 108及107年差額 

竹師教育學院 2,579,820 6,600,000 2,966,776 4,912,500 -1,687,500 

藝術學院 986,700 1,500,000 870,046 1,216,700 -283,300 

系所調整院務
中心 

886,800 1,440,000 650,719 425,200 -1,014,800 

合計 4,453,320 9,540,000 4,487,541 6,554,400 -2,985,600 

研究生獎助學金分配結果-南大校區 

近3年分配額之比較 

 均含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兼任助理勞保、勞退等相關費用

年度 分配南大校區各院總數 

106 4,453,320 

107 9,540,000 

108 6,55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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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班別 科目 學分數 時數 必/選修 授課教師 專/兼

1 教科一清 教育概論 3 3 必 沈姍姍(1)&王映文(2) 專兼

教科一清 另類教育與教學 2 2 選 停開

2 教科二清 教育史 3 3 必 彭煥勝(1)&王映文(2) 專兼

3 教科三清 教育社會學 3 3 必 沈姍姍(2)&郭柏秀(1) 專兼

4 教科三華 教育社會學 3 3 必 沈姍姍(2)&郭柏秀(1) 專兼 1081開課數(共23門)
教科三清華 多元文化教育 2 2 選 停開 專18  78%

5 教科四甲 教育哲學 3 3 必 蘇永明 專 兼5    21%
6 教科四乙 教育哲學 3 3 必 蘇永明 專

7 教科四甲 教育議題專題 3 3 選 王映文 兼

教科四甲乙
適性教學(含分組合

作學習、差異化教學)
2 2 選 停開

8 教科二清 學校行政 3 3 選 林志成 專

9 教科一清 數學 2 2 選 陳正忠 專

10 教科二清 教學原理 2 2 必 詹惠雪 專

11 教科二清 班級經營 2 2 選 ?

教科三清華 教學技巧與策略 2 2 選 停開

教科四甲乙 補救教學 2 2 選 停開

12 教科四甲 電腦與教學 2 2 必 王淳民 專

13 教科四乙 電腦與教學 2 2 必 王淳民 專

14 教科二清 輔導原理與實務 3 3 選 范揚焄 兼

15 教科二清 生涯規劃 1 1 選 陳春色 兼

16 教科三清華 職業教育與訓練 1 1 選 彭文彬 兼

17 教科三清 教育統計學 2 2 必 李元萱 專

18 教科三華 教育統計學 2 2 必 李元萱 專

教科三清華 行為改變技術 2 2 選 停開

19 教科四甲 教學實習 2 4 選 白雲霞 專兼

20 教科四乙 教學實習 2 4 選 王為國 專兼

教科二清 鍵盤樂 2 2 選 停開

21 教科一清 英語 2 2 選 詹智婷 兼

22 教科二清 特殊教育導論 3 3 選 朱人茜 專

23 教科二清 生活科技概論 2 2 選 杜明進 專

1081師培課程

師培評鑑—師資質量計算，專任教師須

超過75%之授課比例，並依每學期之開

課數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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