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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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6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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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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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上學期預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08 年

9/17、10/22、11/26 及 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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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教科系各級委員當選名單及薦選方式彙整(如附件 2、pp.3-6)，請老師

參閱，並依時出席與會。 

 

三、榮譽榜: 

1.賀!本系優秀碩士畢業生閔詩紜(指導:顏國樑教授)及黃玟瑞(指導:謝傳崇教授)

獲 2018年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優秀論文獎。 

2.本系 107 學年度黃建一教授紀念獎學金由教科四甲徐儀珊及教科四乙郭俊澤同學

審查通過，每人獲頒獎學金壹萬元，由竹師文教基金會及系上經費支付。 
 

四、已購置 NVIVO質性分析軟體共 3套，安裝於 N315電腦教室，有需要使用的老師或

研究生，請至系辦領取序號。 

 

姓名 出席次數 說明 姓名 出席次數 說明 

顏國樑 4  陳惠邦(列席) 0 教授休假 

沈姍姍 3 公假 1 次 李安明 4  

林紀慧(列席) 1 公假 3 次 林志成 4  

陳美如 4  王子華 2 公假 2 次 

彭煥勝 4  鄭淵全 0 借調 

蘇永明 0 教授休假 成虹飛 3 公假 1 次 

詹惠雪 4  謝傳崇 3 公假 1 次 

王淳民 4  王為國 4  

邱富源 3 公假 1 次 白雲霞 4  

呂秀蓮 4  謝卓君 4  

李元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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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系於 6月 19日(周三)16:30 ，將於 B1國際會議廳舉辦研究生小畢典，請老師踴

躍參加，為指導的研究生撥穗並合影留念。 

 

六、108學年度預計開設教育學碩士學分班，今年僅開設新竹班，目前報名人數 11人，

請老師協助宣傳及招生。 

 

七、轉知教育部針對研究學術倫理觀念宣導來文如下: 

 

有關落實學位授予法第 17 條遏止學位授予舞弊情事規定，請各校確依說明辦理案，

說明如下: 
(一) 依學位授予法第 17 條規定略以，學校授予之學位，有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不

實或舞弊情事或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

已頒給之學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二) 承上，本部或學校接獲學生學位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或專業實務報告疑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包含師生為代寫行為）

或其他舞弊情事時，應由學校儘速依學位授予法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原則規定訂定（或增定）相關規定妥處。 
(三) 邇來，各網站網頁、電子郵件及校院附近刊登代寫學位論文廣告屢見不鮮，為

遏止類此舞弊行為風氣，確保學位授予之公正性及維持我國高等教育品質，請

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1. 加強學生學術倫理觀念：透過各種管道向學生宣導正確學術倫理觀念，並告

知論文代寫可能衍生的法律責任。 
2. 教師課責機制：學生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應負監督不週之責

任，爰請提醒教師正視研究生的學習狀況及論文品質，落實學術自律。 

 

八、本系辦理第一屆「2019年清華教育學國際論壇」，業已於 5月

17日(周五)順利圓滿完成，感謝系上老師參與及協助，論壇會

議手冊(含專題演講簡報、論文摘要及照片集錦)請至雲端下載

或掃描 QR cod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ABc6X0D
MsyQ3RZc0M92CadGXPfE1EM?usp=sharing 

 

九、109學年度本系碩博士各班制招生總量彙整如下: 

 

班制/入學管道 
推甄入學 考試入學 

一般生 在職生 一般生 在職生 

博士班 2 1 2 1 

碩士班行政組 10 2 6 2 

碩士班課程組 10 2 7 2 

行碩班 - - - 24 

課專班 - - - 25 

課專金門班 - - - 2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ABc6X0DMsyQ3RZc0M92CadGXPfE1EM?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ABc6X0DMsyQ3RZc0M92CadGXPfE1EM?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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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為服務本系系友，本系已於 108 年 5 月 30 及 31 日為今(108)年度教師甄試進入複試

之系友辦理模擬教甄，感謝清華附小戴絹穎老師及竹北市東興國小范揚焄校長、廖

經華校長協助擔任評審。目前已知 4 位系友錄取桃園市正式一般教師(107 級蔡宗

倫、柯續驊、黃紹芊、吳佳晏)，2 位(應屆生)通過臺北市教甄初試，12 位(10 位應

屆生)通過新北市教甄初試，並預計於下週辦理第二次模擬教甄。 
 

十一、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教務處課務組：公告 108上學期重要選課日期。 
 

• 第 1次選課 108.06.06~10  

• 第 2次選課 108.06.14~18  

• 新生選課 108.8.15~19  

• 第 3次選課 108.8.22~26  

• 加退選 108.9.05~23 

  同時受理加簽.校際選修  

• 開學 108.9.09  

• 期中教學意見反映 108.10.14~25  

• 停修 108.10.28~11.25  

•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108.12.13~109.01.05 

 

（二）全球處：公告 109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申請案，申請時間: 108年 6月

1日至 7月 30日中午 12時。連結如下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99 

 

 (三)總務處：轉發教育部函轉外交部代辦政府各機關「因公赴國外出差及返國述職

人員綜合保險」，由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簽署共同供應契約，

期間自 108年 05月 01日起至 109年 04月 30日止，老師可逕洽辦理。      
        

   （四）竹師教育學院:詳如 1072-2 院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3、pp.7-10)。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系學會工作報告 
 
一、已完成活動報告 

1.109級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由教科二華 劉媞昀、徐晨芯當選 

    2.教科系送舊活動 

二、其他:下學期教科系系學會預計與教育部 young飛行動計畫 STEAMing團隊合作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系 107暑期開設海外研修專題研究，提請討論。 

說明：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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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本校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辦理(如附件 4、p.11)。 

  二、檢附課程應備相關資料(如附件 5、pp.12-14)。 

擬辦:  

  一、系務會議通過後，擬送院務會議審議及備查。 

   二、授課教師應於海外移地教學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公布於系網頁，並分享

成果。 

決議：建議課程應強調與新加坡 STEM的差異性，並強化 STEAM中〝Art〞的重要性。修

習學生除了學習 STEM & STEAM 跨領域主題知識與技能外，同時亦應具備課程設

計及開發的能力。  

【提案二】 

案由：109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推甄招生簡章(系所分則)修訂，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 109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推甄招生簡章(草案) (如附件 6、pp.15-1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竹師教育學院所屬系所小畢典辦理對象及辦理單位，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竹師教育學院 1072-2 院務會議紀錄報告事項第十一點辦理(如附件 3、

pp.7-10)，內容摘錄如下: 

有關畢業典禮，請各系所將下列議題帶回系所務會議討論，並於 6 月 30 日前

提供會議紀錄。  

(一) 是否需辦理小畢典，辦理對象為大學部或碩士班？  

(二) 小畢典規模是由本院各系所共同舉辦或由系所自行辦理？ 

決議：碩博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小畢典自行辦理，大學部則參加校辦畢典，將再評估

是否自行辦理。 

【提案四】 

 案由：有關竹師教育學院辦理 2019 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擬請各系所回覆辦理事

項，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竹師教育學院 2019 研討會第 1 次籌備會議記錄及回覆辦理事項(如附件

7、pp.18-19)，針對徵稿議題及可辦理的工作坊或論壇請提供建議。 

決議： 

  一、本系徵稿議題修正如下: 

創新與課程教學(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教育與學習科技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教育行政與政策（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教育理論相關議題（Issues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新世代的學習議題(New Era in Learning) 
實驗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 

二、不參與辦理工作坊或論壇。 

【提案五】 

案由：本系博士生吳婷婷（學號：9938007，指導教授：顏國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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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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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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吳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8、p.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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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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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系務會議紀錄追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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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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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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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事項：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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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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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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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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事項：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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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事項：通過後，已送南大校區副教務長核定在案。 

 

肆、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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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教科系各級委員薦選及當選名單 

壹、系級委員  

 
委員名稱 

應選人

數 
法規依據 推選方式 委員名單 

1 系教師評

審委員會

委員 

教 授 6

名， 

不 含 系

主任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主席，另 6人由本系就編制內專任教授(含

合聘教師)組成 

投票 

 

蘇永明、林志成、陳美如 

謝傳崇、李安明、沈姍姍 

2 系專任教

師評量委

員會 

教 授 6

名 

系評量會由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由系務會議投票推選

本系編制內教授（不含合聘教師）以上之教師六人組成，委員

任期一年。 

投票 蘇永明、謝傳崇、李安明 

沈姍姍、彭煥勝、陳美如 

3 系務發展

委員會委

員 

10名（候

補 2名） 

 

本委員會由系主任、專任教師(不含合聘教師)組成。委員人數

為 11人，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另由系上老師推薦 1-2

位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為校外諮詢委員 

投票 正取: 

王為國、王淳民、謝傳崇、邱富源、

白雲霞、李安明、陳美如、謝卓君、

李元萱、成虹飛 

候補: 

蘇永明、彭煥勝 

4 黃建一教

授紀念獎

學金委員 

4名，不

含 系 主

任 

 投票 蘇永明、彭煥勝、王為國、呂秀蓮 

5 李春榮先

生紀念獎

學金審查

委員 

2名，不

含 系 主

任 

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委員人數三人，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及召集人 

投票 謝傳崇、王為國 

6 系課程委

員會委員 

9名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除系主任與當學年度院級課程發展委員

會委員為當然委員外，由系上四組課程召集人、學生代表四人

（大學部二人、碩博班及在職碩士班研究生各一人）擔任委

員。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本委員會由系上老師推薦、

遴選一位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一位畢業校友為諮詢委

員，… 

不用選 系主任-顏國樑 

課程組-成虹飛 

行政組-謝卓君 

理論組-李元萱 

科技組-王淳民 

大學部代表 1人-劉媞昀 

碩博班代表 1人-閔詩紜 

在職專班代表 1人-王禎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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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術審查

委員會委

員 

6名，不

含 系 主

任 

委員七人，由系主任遴聘之，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委員會召

集人。 

由 系 主 任 遴

聘，不用選 

 

8 系主任薦

選委員會

教師代表 

3名（備

取 3名） 

不含竹師教育學院院長 投 票 (106-108

不用選) 

 

9 傑出導師

獎 

推 薦 1

名 

由系推薦導師一名為候選人至院 自我推薦或其

他老師推薦 

陳美如 

10 傑出導師

獎評選委

員 

系 推 選

資 深 導

師 1 名

至院 

傑出導師之審查與評選，由「傑出導師獎評選委員會」負責。

評選委員由學務長於本獎歷年之得獎人名單中，推薦 7至 9名

委員，送請校長聘任之。評選會議時，由評選委員互推產生召

集人。 

投票 王淳民 

11 導師工作

會議 

 由系主任為主任委員，並由各組召集人擔任委員  系主任-顏國樑 

課程組-成虹飛 

行政組-謝卓君 

理論組-李元萱 

科技組-王淳民 

貳、院級委員  

1 院務會議

代 表 ( 老

師) 

2名，院

長 及 系

主 任 為

當 然 主

員（候補

2名） 

 

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二點：本會議由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獨立所所長、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

成。院長為主席，議決本院發展計畫、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

院務事項。 

又第三點：教師代表應經推選產生，由各學系就編制內專任教

師推選代表二人；各獨立所就編制內專任教師推選代表一人。

教師代表人數應占全體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具教授、副教

授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惟出國進修三個月以上及休假期

間教師，不得擔任本會議教師代表。各系所於推選代表時應同

時推選同額之候補。 

投票 正取: 

彭煥勝、陳美如 

備取: 

王子華、李安明 

2 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 

教 授 2

名， 

院 長 及

系 主 任

為 當 然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細則第二條：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及所屬系所主管。 

二、推選委員：由本院所屬學系就編制內專任教授至多推選代

表二人、獨立所就編制內專任教授至多推選代表一人。連選得

連任。各系所於推選委員時應同時推選同額之候補委員。如有

投票 正取:陳美如、王子華 

備取:謝傳崇、李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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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員（候

補 2名） 

 

需要，可推選其他單位教授，經院長同意後聘為推選委員。 

3 院教師評

量委員會 

推 選 教

授 1

名，不含

院長 

（候補 1

名） 

 

本院教師評量施行細則第五條：「院評量會由院長聘請具免接

受評量資格教授五至七人組成，委員任期一年，由院長擔任委

員會召集人」(請確認推薦委員具終身免評量資格) 

投票 正取:李安明 

備取:彭煥勝 

 

4 院級彈性

薪資審議

委員會 

推 薦 校

級委員 1

名 

本院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審議辦法

第三條：「委員會由院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由校長指定講座

一人為當然委員，並由院長敦請校內外相關領域表現優異公正

人士三至五人成。…」 

優先順序: 

1.自願擔任，並

以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優先。 

2.系上專任教

師輪流 

108-邱富源 

 

5 推 薦 院

級委員 1

名，院長

為主席 

優先順序: 

1.自願擔任，並

以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優先。 

2.系上專任教

師輪流 

108-詹惠雪 

 

6 院教學優

良教師審

議委員會

委員 

1名 本系專任教師(除被推薦為當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優先順序: 

1.自願擔任，並

以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優先。 

2.系上專任教

師輪流 

108-謝卓君 

 

7 院教學優

良教師推

薦 

推 薦 2

名 

 自我推薦或其

他老師推薦 

陳美如(4.71) 、蘇永明(4.65)統計

105-107教學評量成績推薦 

8 院課程委

員會 

1名（候

補 1名） 

 

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本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

主管、各系所課程委員會教師代表一人、院務會議學生代表二

人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投票 正取:陳美如 

備取:王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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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系傑出

教學獎 

自 我 推

薦 2名 

由本系推薦至院，經院無記名投票決議推薦至校傑出教學獎候

選人 

自我推薦或其

他老師推薦 

陳美如、詹惠雪 

10 本校傑出

教學獎院

級審議委

員會委員 

1名 本系專任教師(除被推薦為當年度傑出教學獎教師) 優先順序: 

1.自願擔任，並

以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優先。 

2.系上專任教

師輪流 

108-王子華 

 

11 院教育創

新國際學

術研討會

籌備委員 

1名 院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代表，推選資深教師 1名。 投票 

 

 

 

邱富源 

 

 

參、校級委員  

1 校級圖書

館委員 

1名（候

補 1名） 

1.依 95 年 9 月 12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報圖書館業

務報告，為考量館藏發展之完整性，請各學系、研究所及教學

中心選派圖書館委員一人，以協助建置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所

需館藏。 

2.聘期一年 

優先順序: 

1.自願擔任，並

以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優先。 

2.系上專任教

師輪流 

108-成虹飛 

 

2 校級研究

人員評審

委員會 

教 授 代

表 1名 

 投票 王子華 

3 校務會議

教師代表 

1名 由各學院教師、清華學院暨其他教師分別互選產生，任期二

年，連選得連任，每年分別改選半數。 

投票 顏國樑 

4 推選行健

獎委員教

師代表 

1名 推選行健獎委員教師代表 優先順序: 

1.自願擔任，並

以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優先。 

2.系上專任教

師輪流 

108-蘇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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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中午 12：00 

貳、 主席：林紀慧院長                                            紀錄：楊筑雅  

參、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委員共 32人；出席 24人；請假 8人；列席人員 2人）                                          

肆、 曾維垣教授清寒獎學金頒獎 

伍、 上次會議處理情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80320)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處理情形 

提案一 

有關本院增設「竹師教育學

院博士班」，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

定後辦理外審。 

提案二 

有關本院增設「跨領域

STEAM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

定後辦理外審。 

提案三 

有關本院曾維垣教授清寒獎

學金審查委員，提請推選。 

由幼教系及體育系各推派乙名委

員與院長會後留下來討論。 

已選定受獎學生，並於

1072-2院務會議頒獎。 

提案四 

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

傑出導師獎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實施。 

提案五 

有關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

士班學位授予英文名稱更正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

審議。 

提案六 

有關修正臺灣語言研究與教

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英文名稱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

審議。 

提案七 

有關「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位之授予，提請討論。 

一、 第一專長「學習科學」調整

為授予「學習科學學士」。 

二、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

審議。 

 

 

陸、 報告事項： 

一、 為符多元發展原則，建議各系級專任教師評量委員會組成及施行細則/專任教師評量

實施要點宜避免單項評量計分過重，如單篇經評審之期刊論文或專書論文記分不宜過

高，教學評量所乘計分亦宜降低。 

二、 本院辦理 108年「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及 108年「優秀研

究學者獎勵」推薦案均收件至 108年 5月 15日止，待彙總各系所所送申請案後將併

送院級教師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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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 107年學院評鑑委員所提將師培中心納入教育學院之建議 

(一) 依據 108年 3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報告案裁示。 

(二) 各系所回覆系所共識如下表。 

系所 辦理情形 決議 

教科系 

回覆 108年 3月 26日系務會議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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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為參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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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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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幼教系 

回覆 108年 4月 19日系務會議紀錄 

本系不同意師培中心納入教育學院，原因如下： 

1、 合校意向書中師培中心與各個學院並列同等位階，不得片面更改組織

架構。 

2、 教育學院已經太大，納入則師資名額算教育學院，未來若欲縮小教育

學院，可能影響原本科系之職員額。 

3、 師培中心目前為二級單位，納入後反而「降級」，在行政上是否反而

會多一層？經費分配上，是否也會影響？(是否保留原狀比較有利？） 

4、 目前學校對師資培育已相不重視，若師培中心併入教育學院，學校將

更不重視師資培育 。 

Ｘ 

特教系 
回覆 108年 5月 14日系務會議紀錄 

本系決議維持現狀。 
Ｘ 

心諮系 

回覆 108年 4月 26日系務會議紀錄 

請院務會議先就師資培育中心併入本院後師資員額變動、空間、經費等向

度進行評估及討論，本系系務會議將再依相關內容進行討論。 

△ 

體育系 
回覆 108年 5月 9日系務會議紀錄 

經委員討論結果為不同意，師培中心應列入校級中心為適。 
Ｘ 

英教系 

108年 5月 8日回覆 mail調查結果 

1、 「師培併入教育學院」可能性一案：3位同意、3位不同意、2沒意見

（共 8位老師回覆） 

2、 因來信時本系已開完系務會議，所以是以另外寄信及口頭詢問彙集系

上意見。 

△ 

環文系 
108年 5月 7日回覆 mail調查結果 

經再詢本系教師意見後，回覆如下:同意師培中心納入教育學院之建議。 
○ 

台語所 
回覆 108年 4月 24日所務會議紀錄 

請學院檢核現有院中院單位之學校施行模式及可能遭遇的問題。 
△ 

數理所 

回覆 108年 4月 30日所務會議紀錄 

建議比照國內三大師範教育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高雄師

範大學）將師培中心定位為一級單位。 

Ｘ 

學科所 
回覆 108年 5月 13日所務會議紀錄 

無特別意見，尊重其他系所所提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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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院依據本校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第二點規定提撥院管理費，目前本校各學院

提撥院管理費之金額為經費收入總額的 5%-10%，本院自 107學年度第 2學期起調整

提撥院管理費為經費收入總額的 5%。 

五、 108年 4月 10日院核心課程規劃及推動小組會議紀錄如附件 pp.5-13，各系所已依會

議決議排定 108學年度院核心課程。 

六、 有關 108高等教育深耕計畫(Q類)經費執行將於 6月 30日辦理第一次結算，執行率

應達 40﹪，未達 40﹪之差額收回校方，請各系所依規定辦理。 

七、 108年 5月 7日行政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如附件 pp.14-20，請各系所於系所

務會議宣導。如遇性平事件請聯繫生輔組：0911-799474(南大校區)/5711814(校本部)

或性平會：5742626。 

八、 秘書處議事及法規組提醒有關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應由教師互選產生，再請各系所依相

關規定辦理。 

九、 108年 11月 15日至 16日(星期五、六)將辦理「2019第十屆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

會」，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傳及多鼓勵學生投稿。 

十、 院級中心業務報告： 

(一) 環境教育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p.21-24) 

(二) 性/別教育發展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25) 

(三) 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26) 

(四) K12課程與師培研究發展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p.27-31) 

十一、 有關畢業典禮，請各系所將下列議題帶回系所務會議討論，並於 6 月 30 日前提供

會議紀錄。 

(一) 是否需辦理小畢典，辦理對象為大學部或碩士班？ 

(二) 小畢典規模是由本院各系所共同舉辦或由系所自行辦理？ 

裁  示：洽悉。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擬成立「跨領域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竹師教育學院教育服務型中心設置要點」辦理。 

二、 本中心設置宗旨係為整合學術界與實務教學教師資源，針對跨領域資訊科技有學

習意願之學生研發有效之教學模式。 

三、 依據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八點：「...涉及本院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之設立、

變更、裁撤、停辦，需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 

四、 檢附中心設置及營運計畫書如附件 pp.32-34。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核備。 

決  議：  

一、 中心名稱修正為「資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 

二、 照案通過(在場委員 23 人，投票結果同意 23 票、不同意 0 票)。 

提案二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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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院務會議議程 p.4 

    

一、 為表揚本院校友之傑出成就或貢獻，以激勵後進，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校「竹師教育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pp.35-36。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  

一、 本案修正為「竹師教育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要點」。 

二、 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案  由：有關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英文名稱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竹師教育學院英文名稱更名為「College of Education」，業通過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107年 12月 19日)，業於 108年 1月 28日通過校內簽核。 

二、 本班英文名稱原為「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Hsinchu Teachers College」，

擬調整為「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Education」。 

三、 本案業經 108 年 3 月 14 日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班務會議通過，會議記錄如附件

p.37。 

擬  辦：本案通過後，依校內程序辦理英文名稱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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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國立清華大學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 
 

106 年 6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年 7 月 12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擴大學習場域及教師授課的地緣範圍，並促進國際

學術交流與增進國際能見度，特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海外移地教學是指由本校教師帶領學生原則上至少 15 名赴海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上

課，並擔任主要授課者，亦可自行邀請當地學者演講或教導部分內容，可包括課堂

上課、參訪、見習觀摩等綜合型式。實施時間以暑期為主，每門課程學習時間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開設學分上限為三學分。 

第三條 全校教師均得提出申請，由教師提具開課計畫書，項目包含教學目標、大綱、移地

教學大學或研究機構簡介、各項經費配置與來源、時間安排、學生人數、相關配套

措施（如學生交通、住宿、食膳等）及預期成效等，提經開課單位相關會議通過後

實施，系級單位須再提送院級相關會議備查。 

第四條  若開設課程屬跨系或跨院者，學士班課程向清華學院學士班申請，研究所課程向跨

院國際博士/碩士班學位學程申請。 

第五條 海外移地教學課程得否列計為各學位授予單位之畢業學分，由各學位授予單位認定。

學生修習之成績悉依本校學則及各單位相關課程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校教師暑期海外移地教學一律支領鐘點費，不得列計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數。鐘點

費逕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之夜間授課支給基準辦理。參

與海外移地教學師生須辦理保險。學生須繳交學分費，並自行負擔出國相關費用。

所需費用亦得以專案方式由教師向學校申請部分補助，針對本校弱勢學生將另訂定

補助辦法。 

第七條 教師應於海外移地教學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成果報告公布於開課單位網頁，以分享成

果。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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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Course Information) 

科號 
Course Number 

KELT7066 
學分 
Credit 

3 
人數限制 

Size of Limit 
25 

中文名稱 
Course Title 

海外研修專題研究 

英文名稱 
Course English Title 

Study in Special Issues for Oversea Learning 

任課教師 
Instructor 

王子華、邱富源 

上課時間 
Time 

107 暑 
上課教
室 

Room 
N315 

課程大綱 (Syllabus) 

一、課程說明(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係以提升研究生國際教育與 STEAM 研究及外語學習為目標之課程。我國推動十

二國教其中三大教育願景，為「提升中小學教學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及厚植國家競

爭力」，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分為八大領域，包含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

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其中以科技領域直接能提升未來國家科技人才資

本，科技領域包含生活科技、資訊科技二門學科，從國中(第四學習階段)開始課程進行，

目前台灣與國際教育接軌的核心價值之一。 

二、指定用書(Text Books)  

以授課教師自編講義為主。 

三、教學方式(Teaching Method)  

本課程包含行前準備課程、海外課程及返國後心得發表，其中海外課程行程共七天分

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的國家教育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E)上課，由新加坡 NIE 學者進行實務工作坊課程，第二階段

主要拜會 Singapore Science Centre(科學中心)、實施 STEM 課程之中小學，了解新加

坡 STEM 課程與教學實施之現況，藉由 STEM 課程開發與推動經驗之交流,深入了

解新加坡 STEM教育研發基地，與考察已於新加坡推行多年的 STEM 教育相關經驗。 

四、教學進度(Syllabus)  

1. 課程計畫說明、國外行程規劃 (6 小時) 前一學期結束前實施 
2. 新加坡 STEM 教育概述  (6 小時:英文授課) 前一學期在本校進行 
3. 7/14 前往新加坡 (0 小時) 搭機前往新加坡 
4. 7/15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8 小時:英文授課) 新加坡 NIE 專家學者擔任講師進行

主題式課程 
(上午：STEM Introduction、Coding Introduction using scratch) 
(下午：LEGO Lesson、Computational Thinking/Maths & Robot  examples) 

5. 7/1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8小時:英文授課) 新加坡NIE專家學者擔任講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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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課程 
(上午：IOT Talk/Disciplinary Intuitions + Examples、Introduction of Microbit:) 
( 下 午 ： Application of Microbit & Introduction of Arduino 、 Curriculum 
Design/Discussion) 

6. 7/17 暫定參訪新加坡 Science Centre(科學中心) 及中心所舉辦之實作活動 (8 小

時:英文解說) 
7. 7/18 暫定參訪新加坡兩間中學或小學或幼兒園 (8 小時:英文授課)  
8. 7/19 暫定參訪新加坡兩間 STEM 教育機構 (8 小時:英文授課) 
9. 7/20 回臺灣 (0 小時) 搭機回臺灣 
10. 發表、評量 (16 小時:英文授課)  除課堂口頭發表外，其他形式之發表另行討論。 
合計時數 68 小時(符合 3 學分/3 小時*18 週=54 小時之授課時數規定) 

 

五、成績考核(Evaluation)  

1. 分組英文主題式 STEAM 課程開發：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內上課，邀請新加

坡 NIE 的 STEM 教育專家學者擔任講師進行主題式課程，藉由實作與參訪學習

STEM & STEAM 跨領域主題知識與技能，並進行圓桌論壇討論，小組共同發展

一套課程，以 3-5 位研究生為一組。 
2. 回臺成果發表會：為促進本課程進行之討論與分享，故在課程進行之初即建立

群組，以紀錄所有課程活動之進行，並於 2019 年教育創新研討會舉辦成果發表

會。 
3. 參訪與見習心得報告：在跨國共同合作的模式基礎下，以探究學習的教學架構,

找出在新加坡 STEM 教育的特色以及優勢並與臺灣所實施的清華 STEAM 學校

進行跨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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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簡介 

英國著名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最新公布

「2019 年世界大學排名」，其中南洋理工大學排名第 51 名。該報導

指出，各國被列為前一百名學校之國際教師及國際學生等評比項目皆

獲高分，足見新加坡長期推動國際化、與國際接軌之努力已獲得極高

成效。     

         南洋理工大學是一所研究型大學，提供全方位教育，以高水準

的教學質量、融貫中西的課程設置、多元文化的教學資源及堅強的科

學與工程研究領域享譽國際，並積極推動學術、研究及文化交流等。

國立教育學院（NIE)雖附屬於南洋理工大學內，但為一獨立自主學

院，主要負責全新加坡的教師培訓、主任校長及國際學校人員培訓，

從 K－postgraduate 全由此學院提供優質的職前訓練與在職教師專業發

展培訓，也是新加坡教育界的主要研究諮詢機構，在新加坡的教育學

術界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NIE 強調將創新精神注入課程中，能順應

時代需求，讓學員對當前的教育新政策、新思維以及新教學法有全面

認識，其理念、運作方式與具體做法等實值得我們進一步理解與借

鏡。 

 

14



國立清華大學 109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系所分則 
 

組別代碼  系所班組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班 

招生 
名額 

一般生 2 名 
在職生 1 名 放榜日期 11 月 15 日 錄取考生可否申請提前入學 可 

自訂報名

條件 
學系限制  
成績條件  

指定繳交

資料 

1.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2.碩士論文、著作 
3.研究計畫書（採論文格式撰寫）。 
4.自傳 
5.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足以證明工作專業及學術表現之文件影本，例如：傑出表現、專題作品、

研究報告、發表論文、重要獎勵、專業證照、參加學術活動及修習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料等。) 

甄試項目

及成績計

算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2301) 40％ 
初試審查申請者所繳交之各項資料 
初試結果於 11 月 9 日(週五)公告。 

複試 口試(2302) 60％ 
複試時間：11月16日(週五) 
複試地點：本校南大校區(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綜合教學大樓 3 樓 315 室 

說明 
1.依資料審查成績擇優通知參加面試。通過書面審查參加面試之人數以錄取人數的 4 倍

為原則。 
2.初試結果、口試時間及地點由本系專函通知，並公告於本系網頁。 

備註 

一、 本系博士畢業門檻，依入學學號年度為準，倘若入學新生時申請「保留入學」一年，則依

復學年度之課程架構及畢業審查為準，詳如本系網頁公告。 

二、 相關規定如下 

1、博士班研究生於修業期間，需有下列之一的學術論文發表，始得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 

(1)須發表 SSCI/SCI/TSSCI 期刊論文一篇。 

   (2)須發表科技部期刊等級第 3 級(含)內之學術期刊或本系認可的期刊共兩篇，以及具有審

查制度之國外(大陸港澳地區須全外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至少一篇。   

     上述學術著作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或第二作者。且須敘明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教

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2、博士班研究生於申請資格考時，需取得托福（TOEFL）考試網路化測驗（IBT；Internet-Based 

Test）成績 42 分以上或全民英語檢定測驗中級(複試)以上或多益測驗（TOEIC）550 分以上

或其他各類外國語言檢定(如本系網頁公告)之成績證明。 

3、博士研究生之碩士學位為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紐西蘭、澳洲、加拿大…等）所取

得，由系主任核定可等同上述外國語文能力之規定。 

4、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赴國外學校（指與本系簽有合約之英語系國家，如美國 UCLA）選修博士

班課程 6（含）學分以上且成績符合相關規定者，可採計為外國語文能力所需之成績證明。 

 二、本系博士班課程以培養教育經營與發展行政、課程與教學、教學科技及教育理論等方面的

學術與實務人才為主。 

 三、一般生於錄取後入學當學期的開學日之前，必須繳交(或傳真)已簽署之「入學後無

專職證明書」至本系，格式請於本系網頁下載。 

系所聯絡

資訊 
電話 (03)5715131 轉 73043 e-mail shuchin@mx.nthu.edu.tw 

傳真 (03)5252206 網址 http://delt.web.nthu.edu.tw/ 

 

線上審查之系所，請參閱簡章

P.7-8(四)上傳審查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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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系所分則 
組別代碼  系所班組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 課程與教學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0名  
在職生2名 放榜日期 11 月 8 日 錄取考生可否申請提前入學 可 

自訂報 
名條件 

學系限制 -- 
成績條件 -- 

 
指定繳

交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轉學生需包含轉學前之成績) 
2.自傳 
3.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足以證明個人專業及學術表現之文件，如：學習歷程檔案、傑出

表現、專題作品、研 究報告、發表論文、重要獎勵、專業證照、參加學術活動及修習

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料等。) 
審查方式 線上審查：請參閱簡章 p.7-8(四)上傳審查資料說明。 

 
 
甄試項目 
及成績計 
算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7101) 30% 
初試審查申請者所繳交之各項資料 
初試結果於 10 月 2  8  日(週一)前公告 

複試 口試(7102) 70% 
複試時間：11月1 日(週五) 
複試地點：南大校區 綜合教學大樓 3樓 315 室 

說明 
1.依初試成績擇優通知參加複試；參加複試之人數以錄取人數的 2-3倍為原則。 
2.初試結果、複試時間及地點由本系專函通知，並公告於本系網頁。 

 
備註 

1.本系碩士班課程以培養教育經營與發展行政、課程與教學、教學科技及教育理論等方面的

學術與實務人才為主。 
2.上課地點為本校南大校區。 
3.本系研究生畢業門檻相關規定，依當年度入學學號為準倘若入學新生時申請「保留入學」

一年，則依復學年度之課程架構及畢業審查為準。 

系所 

聯絡資訊 

電話 (03)5715131 轉 73043 e-mail shuchin@mx.nthu.edu.tw 

傳真 (03)5252206 網址 http://delt.we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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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代碼  系所班組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 行政與評鑑組 

 
招生名額 

一般生10名 
在職生2名 

放榜日期 11 月 8 日 錄取考生可否申請提前入學 可 

自訂報 

名條件 

學系限制 -- 
成績條件 -- 

指定繳

交資料 

 
1.大學歷年成績單(轉學生需包含轉學前之成績) 
2.自傳 
3.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足以證明個人專業及學術表現之文件，如：學習歷程檔案、傑出
表現、專題作品、研 究報告、發表論文、重要獎勵、專業證照、參加學術活動及修習
教育學分相關證明資料等。) 

審查方式 線上審查：請參閱簡章 p.7-8(四)上傳審查資料說明。 

 
 

甄試項目 

及成績計 

算方式 

甄試項目(科目代碼) 佔錄取總成績比例 其 他 

初試 資料審查(7201) 30% 
初試審查申請者所繳交之各項資料 
初試結果於 10月 28日(週一)前公告 

複試 口試(7202) 70% 
複試時間：11月2    日(週六) 
複試地點：南大校區 綜合教學大樓 3 樓 315 室 

說明 1.依初試成績擇優通知參加複試；參加複試之人數以錄取人數的 2-3 倍為原則。 
2.初試結果、複試時間及地點由本系專函通知，並公告於本系網頁。 

 
備註 

1.本系碩士班課程以培養教育經營與發展行政、課程與教學、教學科技及教育理論等方面的

學術與實務人才為主。 
2.上課地點為本校南大校區。 
3.本系研究生畢業門檻相關規定，依當年度入學學號為準倘若入學新生時申請「保留入學」
一年，則依復學年度之課程架構及畢業審查為準。 

系所 

聯絡資訊 

電話 (03)5715131 轉 73043 e-mail shuchin@mx.nthu.edu.tw 

傳真 (03)5252206 網址 http://delt.we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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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徵稿議題請修訂：(請於 6/12 前回覆) 

 
徵稿領域 徵稿議題 

跨領域教育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跨領域教育(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I 人工智慧與教育(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 
資料科學和校務研究(Data Science and IR) 
K-12 STEAM 教育(K-12 STEAM Education) 

教育與學習科技(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創新與課程教學(Innovation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教育與學習科技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教育行政與政策（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教育理論相關議題（Issues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新世代的學習與科技議題(Contemporary Issues i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幼兒教育領域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兒教育課程與教學(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 Early Childhood) 
兒童發展與幼教 (Child Development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教師資培育與專業成長(Early Childhood Teac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幼教政策與行政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學前融合教育 (Early Childhood Inclusive Education) 

特殊教育領域 (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教材教法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師資培育(Teacher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與特教趨勢與潮流等議題(Trends and Issues in Special Education) 

大數據時代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ig Data Era)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正向組織行為(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品牌與創新管理(Brand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諮商心理與教學創新(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職場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in Workplace) 
諮商心理專業發展與教學創新(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Counseling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運動健康與休閒相關議題(Sports, 
Health and Leisure) 

運動健康與休閒相關議題(Sports, Health and Leisure) 

環境教育與社會實踐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Schoo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氣候變遷(Climate Chage) 
災害防救(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自然保育 (Nature Conservation) 
公害防治(Hazar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環境及資源管理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文化保存 (Culture Preservation) 
社區參與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語言與教學 (Language and 
Instruction) 

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英語為國際語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英語為國際通用語言(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教育語言學(Educational Linguistics) 
語言研究(Linguistic Study) 
語言教學的創新 (Innovation in Language Instruction) 
台灣語文教育的現況與發展(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去年徵稿議題如下表， 
請各系確認今年度徵稿議題是否修訂。 
如有增加或修改的地方請用紅色字體修改， 
如無修改之處也請回覆告知。 
若有創新或熱門的議題也歡迎增加。 
請於 6/12 前回覆，以利公告徵稿資訊，謝謝各位老師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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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及科學教育 (Math and 
Science Education)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數學與科學素養的教與學(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 and Science Literacy) 

 
2. 擬辦理活動：(6/24 前提供) 

(各系所可依各單位發展特色提出需要辦理的活動) 

活動類型 主題 主持人 
擬邀請講師/引
言人 & 職稱&
單位 

需要的場地、設
備或其他備註 

工作坊        

論壇        

3.  可贊助、或協辦之單位/廠商/學會： 
(本研討會徵求廠商贊助，可提供廣告夾頁、活動當日攤位，請各系所提供
廠商名單，以及需要宣傳方式，以研討會利場地規劃。) 

可贊助單位 可贊助金額 擬辦理活動或廣告方式(廣告夾
頁、活動當日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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