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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5 年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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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錄（如附件一、pp.1-2）：紀

錄確定。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本學期預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05 年 3/1 、4/12 、5/10 及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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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5學年度本系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報名人數統計如下： 
 

學年度 

班制 

104 

報名人數 

105 

報名人數 

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46 含推廣班 1 人 31含推廣班9人 

碩士班行政與評鑑組 23 含推廣班 10 人 21含推廣班13人 

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56 含推廣班14人 71含推廣班36人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70 含推廣班15人 87含推廣班32人 

博士班 20 30 

 
三、因應本校與清大整併，請各組檢視大學部及研究所各班制課程架構是否調整，另 

    如有教學相關及未來系所發展所需設備等經費需求，請進行規劃並提出。 

 

四、105 年馬來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排課表如下，感謝老師協助本班課程。 

 

學期別 授課日期/時間 授課老師 授課科目名稱(中英文) 
選修別/學分數 

/鐘點數 
1042 20160314-20160315 彭煥勝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必修/2 學分/36 小時

20160316-20160318 王為國 
20160530-20160603 曾文鑑 教育統計學 

Educational Statistics 
選修/2 學分/36 小時

20160606-20160610 白雲霞 課程理論與設計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Design 

必修/2 學分/36 小時

1051 20160912-20160916 謝傳崇 班級文化與經營 
Classroom Culture and 
Management 

選修/2 學分/36 小時

20161205-10161209 曾文志 教育心理學專題研究 
Special Issue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選修/2 學分/36 小時

20161212-20161216 詹惠雪 教學理論與設計 
Teaching Theories and 

必修/2 學分/3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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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20161219-20161223 鄭淵全 課程與教學革新專題研究

Special Issues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選修/2 學分/36 小時

 
五、榮譽榜：105 年國中小候用校長及主任金榜如下： 

 

縣市 班制 姓名 教育階別 

新竹市 
菁英班 楊慧琪 

國小校長 
菁英班 賴黃宗 

苗栗縣 

菁英班 陳佳琳 

國小校長 

菁英班 王克誠 

菁英班 楊曼華 

菁英班 陳亭儒 

菁英班及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洪聖昌 

菁英班及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李豪朕 

菁英班及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巫玉美 

菁英班   謝紹文 
國中校長 

菁英班   郭芳江 

菁英班   林昱伶 
國小主任 

菁英班   紀子鈞 

菁英班   楊立豪 國中主任 

桃園市 
菁英班   徐如君 

國小校長 
菁英班   許梅珍 

新竹縣 

菁英班 張君豪 

國小校長 

菁英班 郭成隆 

菁英班 黃文定 

菁英班 陳芃名 

菁英班 錢偉慈 

菁英班及國民教育研究所課程與

教學碩士班 
吳佳樵 

教科碩班 曾微分 國小主任 

 
六、賀！本系謝傳崇老師榮升教授，謹訂於本（105）年 3月 8日(二)中午 11:30 設席草

根廚房餐廳，邀請各位老師蒞臨，共襄勝舉。 

 

七、感謝彭主任於 2月 23 日親赴竹北高中宣傳招生事宜。 

 

八、2016年研究生赴UCLA暑期修課活動迄今已辦理5屆，2016年修課起訖日期為7月14日

至8月5日，請老師鼓勵本系研究生踴躍報名。   

 

九、105年1-6月研究生獎助學金，本系分配金額為189000元，請老師踴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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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2016年春季班大陸地區學生短期研修，申請就讀本系共14位，名單如下，請導師給

與相關協助，近期將召開與陸生座談會。 

 

序號 姓名 性別 大陸校名 學制 學院 系所 年級 導師 

1 段○雨 女 西北師範大學 

碩士

教育學院 教育史系 一 蘇永明 

2 劉○菲 女 西北師範大學 教育技術 教育技術系 一 蘇永明 

3 霍  ○ 女 西北師範大學 教育技術 教育技術系 一 蘇永明 

4 孫○萌 女 東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管理系 二 沈姍姍 

5 陳○盈 女 浙江師範大學 

學士

小學教育系 小學教育系 三 白雲霞 

5 宋○怡 女 浙江師範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二 彭煥勝 

6 孫○甯 女 浙江師範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二 王淳民 

7 褚○莎 女 浙江師範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二 彭煥勝 

8 楊  ○ 女 東北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 教育經濟與管理系 二 謝傳崇 

10 龔  ○ 女 瀋陽師範大學 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三 沈姍姍 

11 趙○涵 女 瀋陽師範大學 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三 王為國 

12 劉○珊 女 瀋陽師範大學 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三 王為國 

13 葛○薇 女 瀋陽師範大學 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三 王淳民 

14  陳○宇 女 瀋陽師範大學 學前與初等教育學院 小學教育系 三 王淳民 

 
十一、105 學年度港澳碩士生計有 1位申請本系行政與評鑑組碩士班就讀，本系博士班核

定陸生招生名額為 3人，請老師利用各種管道宣傳。 

 

十二、主任向傑出畢業系友已募得 20 萬元，未來將提供給本系研究所獎學金之用，相關

辦法研擬後，另案再議。 

 

十三、轉知教與學中心辦理竹大領頭羊徵選活動，申請日期為 3月 1日至 3月 31 日，請

授課老師或導師踴躍推薦本系優秀學生參與徵選，簡章及報名表（如附件二、

pp.3-4）。 

 

十四、本系將於 4月 7日舉辦 EDU TALK 比賽，辦法及報名表（如附件三、pp.5-7），請

老師鼓勵同學參加。 

 

十五、本學期公費生教育經典閱讀的導讀活動，由各組老師推薦之教育經典閱讀書目（如

附件四、p.8）歡迎老師參與。 

 

十六、請老師協助注意學生上課出缺席情形，對於缺席頻率較高的學生多加關懷、了解

其缺席原因或轉知導師，以確實掌握學生狀況。 

 

※領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恭喜菁英班學員表現優異，考取各縣市中小學校長及主任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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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竹與苗栗菁英班正在招生中，預計於 3 月 26 日(星期六)開課，懇請各位老師持續

協助授課。 

 
三、105 年度中小學教育菁英專業培育班（苗栗班、新竹班）預計於 3 月招生開班。 
 
※數位學習產業創新研究發展中心工作報告 

 

一、感謝系上師生們的支持，數位學習產業創新研究發展中心通過中心評鑑，將繼續為

全體師生服務，未來因應評鑑委員建議，加入以培訓教育界創客 Maker 為目標，並廣

納各年級學生共同發揚三創教育精神。 

 

※系學會工作報告 
 
一、1月 28~1 月 30 日於台東光明國小辦理探索福爾摩沙寒假營隊。 
 
二、近期活動預告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3 月 10 日 第一次系周會 

3 月 19~20 日 假日營隊 

3 月 26~27 日 大初盃 

3 月 31 日 社評 

4 月 7 日 EDU TALK 決賽 

 



頁 5 / 6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修訂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之報名資格，提請 討論。 
說明：修正 106 學年度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入學之報名資格條件如下表： 
 

擬辦：通過後，於 106 學年度招生適用。 

 

 105 學年度招生簡章 106 學年度招生簡章 

招生班別 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報名資格 需同時具備下列三項條件之現職人員，始

可報考。 
一、於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或於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

立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

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附錄一)之規定者。 
二、曾任或現任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且

服務年資累計滿 6 個月（含）以上者

（工作經驗年資之計算始自具備報考

資格後算起至 105 年 7 月 31 日止，不

含實習）。 
（一）各級公私立學校教師。 
（二）各級學校、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相

關行政人員。 
（三）各級民意代表與企業主管。 
（四）各級學校校長、主任、組長、幼稚

園園長(主任)、家長會會長、志工團

團長。 
三、無兵役義務或已服畢兵役者。 
 

需同時具備下列三項條件之現職人員，始

可報考。 
一、於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或於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

立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

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附錄一)之規定者。 
二、曾任或現任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且

服務年資累計滿 6 個月（含）以上者

（工作經驗年資之計算始自具備報考

資格後算起至 106 年 7 月 31 日止，不

含實習）。 
（一）各級公私立學校教師。 
（二）各級學校、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相

關行政人員。 
（三）各級民意代表與企業主管。 
（四）各級學校校長、主任、組長、幼稚

園園長(主任)、家長會會長、志工團

團長。 
三、無兵役義務或已服畢兵役者。 
※工作年資符合但現非在職者，亦可報考。

招生班別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報名資格 需同時具備下列三項條件之現職人員，始

可報考。 
一、於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或於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

立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

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附錄一)之規定者。 
二、從事文教相關工作，服務年資累計滿

一年（含）以上者（工作經驗年資之計

算始自具備報考資格後算起至 105 年 7
月 31 日止，不含實習）。 

三、無兵役義務或已服畢兵役者。 

需同時具備下列三項條件之現職人員，始

可報考。 
一、於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或於

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

立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

或符合「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

(附錄一)之規定者。 
二、從事文教相關工作，服務年資累計滿

一年（含）以上者（工作經驗年資之計

算始自具備報考資格後算起至 106 年 7
月 31 日止，不含實習）。 

三、無兵役義務或已服畢兵役者。 
※工作年資符合但現非在職者，亦可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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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馬來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畢業門檻及畢業離校應繳資料相關規定 
      ，提請 討論。 
說明：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相關規定辦理，訂定內容(如附件五、pp.9-1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系博士班在職研究生張蓉峻（學號：9638003）延長修業年限申請，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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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張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年限申請表」(如附件六、p.12)，請參閱。 
擬辦：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長核定。 
 
 
肆、臨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