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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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3)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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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通過後適用。 

提案二 修訂本系博士論文計畫及學位

考試要點，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適用。 

提案三 修訂本系博士班外國生修業規

定，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適用於全體外

國生(不含陸生)。 
提案四 為鼓勵本系師生積極發表學術

研究成果，擬修訂本系師生期

刊論文發表及國外國際研討

會論文發表補助經費乙案，提

請討論。 

補助國外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只

限本系博士生申請，若有疑慮(如

非用英文撰寫的論文…等)，另提

本系學審會決議，餘照案通過。 

公告後，即日起接受

申請。 

提案五 本系碩士班在職研究生姜欣潔

（學號：10524563、指導教授：

李安明）及洪滋憶（學號：

10424507、指導教授：王子華）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已送教務長核定在

案。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109學年度下學期預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10年 2/23、3/30、5/11及 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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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 109學年度系務發展 KPI執行績效及成果(統計至 1100131止)(如附件 2、

pp.4-5)，請老師提供學術研究成果，以便同步更新系網頁資訊。 

 

三、榮譽榜： 
 
     (一)賀！本系博士畢業生葉于正榮陞文化部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館長。 
    (二)賀!本系大學部 91 級系友何昶毅錄取宜蘭縣 110 年度國小候用校長、博士班優 秀

畢業生劉士涵錄取桃園市 109 年度國小候用校長及碩士畢業生余惠瑄錄取 110 年

度新竹縣國小候用校長及菁英班學員謝東育錄取國中候用校長。  
    (三)本系博士班畢業生楊慧琪(指導:顏國樑教授) 學校行政學會第 12屆(2020年)優

秀博士論文獎及碩士班畢業生張怡茹(指導:謝傳崇教授)，獲台灣教育政策與評

鑑學會 109年教育政策與評鑑學術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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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竹師教育學院各系所教學意見平均成績統計如下表，本系日間部

平均分數 4.32，碩士在職班 4.8。而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4.00 以下專任教師 6 人、兼任

教師 1 人。本系比 108 學年進步，請老師進入學校校務資訊訊統課程查閱自己課程

量化與質性意見詳細情形。對於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4.00 以下專兼任教師，比照過去

通知老師參考。 

 

 
 

五、師培評鑑之試評訂於 110 年 5 月 6 日(四)，評鑑概況說明書分工及試評當日現場老

師安排負責教師如下，請老師登入行程時間並參與當天師培評鑑試評。 

 

項目 教科系負責教師 師培中心負責教師 

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顏國樑老師/林志成老師 曾文鑑老師 

項目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顏國樑老師/王為國老師 蔡寶桂老師/邱富源老師 

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詹惠雪老師 郭哲宇老師 

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陳美如老師/彭煥勝老師 曾文鑑老師/蔡寶桂老師 

項目五/學生學習成效 李元萱老師 蔡寶桂老師 

項目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謝卓君老師 蔡寶桂老師/曾文鑑老師  

師培基本指標 白雲霞老師 郭哲宇老師/杜明進老師 

師培關鍵指標 王為國老師 郭哲宇老師/杜明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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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系 109學年度辦理寒假轉學甄試考試，共 9人報名，錄取 3人。 

 

七、修習本系第二專長學程課程的外系學生，因修課彈性較小，請老師們盡量幫同學加

簽。 

 

八、本校師培教育目標及所對師資生學科教學知能與專業知能之期望(如附件 3、pp.6-8)。 
 
九、110學年度海外聯招僑生及港澳生申請本系共 7人(含博士班 2人、碩士班課程組 5

人，經 1091-4學審會議決議結果如下。另檢附本系海外聯招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審查

作業流程(如附件 4、p.9)。 

 

外聯招生申請入學 人數(國籍) 審查結果 

博士班 2人(香港) 錄取 1人 

碩士班課程組 5 人(香港 2 人、澳門 2 人及

馬來西亞 1人) 

因學術專長不符

合本系，均未錄取 

 
十、本系110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網路報名自3/26~4/6，請老師協助招生，報名網

址:http://delt.site.nthu.edu.tw/p/412-1129-71.php。 
 

十一、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 教務處課務組：110 上課程之排課時程如下: 
系所：110 年 3 月 29 日~4 月 23 日 (第 6-9 週) 
院審核：110 年 4 月 26~30 日 (第 10 週) 

   
(二) 教發中心: 

1.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讀書會」申請期間為 12 月 28 日至 110 年 2 月

24 日，申請網址: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2.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計畫申請】即日起~110/3/8 止

http://ctld.nthu.edu.tw/plan_app/?mod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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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系碩士班外國生修業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本系碩士班外國生修業規定(如附件 5、pp.10-11)及本系碩士班外國生(不含

陸生)選修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6、p.12)，請提供修正建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系碩博士班論文計畫及學位口試經費支用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http://delt.site.nthu.edu.tw/p/412-1129-71.php%E3%80%82
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http://ctld.nthu.edu.tw/plan_app/?mod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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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碩博士班口試經費支用標準表(如附件 7、p.13）辦理。 

  二、本案業已經 1091-4學審會討論後決議，本系碩博士班論文計畫及學位口試經費支

用標準表(如附件 8、pp.14-15)，並於通過後實施。 

擬辦：為求各系核支費用一致，避免研究生相互比較，建請教育學院訂定其所屬系所支

用標準。 

決議：照案通過，送院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系轉系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學則第二篇第四章第三十三條規定「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

第三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因

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以前，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四年級或輔系三年級肄

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

系適當年級肄業。轉系均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

業。………。」 

二、 轉系辦理時間依學校行事曆期程規定。 

三、 本系轉系規定如下 

1. 進行資料審查，繳交自傳（含轉系動機，2 頁以內）、原學士班歷年成績單（含名

次）及其他有利審查文件（無則免付）。 

2. 必要時安排學生進行面談。 

3. 申請轉入本系學士班之資料由本系招生委員會（該次會議成員為各組召集人）審

查，審查結果由本系招生委員會決議。 

4. 轉系生轉進本系不具師資生資格，需另依本系公告參與本系師資生遞補甄選作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有關在職專班降低學分數並提高學分費用與營運規劃等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001竹師教育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營運共識會中會議記錄(如附件 9、pp.16-17)

第二點成本考量，內容摘錄如下： 

成本考量 

1. 學生角度: 修課數 VS 學分費   

• 建議統一調降畢業學分數至 28學分(24+4論文)，並同步調漲學分費，且檢視相

關學雜費標準，之後由學院統一開公聽會說明調漲原因。 

• 修課數*學分費不要與學生目前所需花費相差太大。 

2. 系所角度: 開課數 VS 鐘點費   

• 建議學院要統一規範老師開設在職專班課程的原則，必須要先滿足系所開課需

求，且考量系所白天班兼任老師的數量，不可以上在職專班的課程成為專任教

師的主要負擔。 

• 所有在職專班可以考慮共開課程來降低開課成本。 

• 可以考量由院聘任一個在職專班營運長來靈活調度與協調課程、員額、招生、

與相關需求以降低人事成本與提高專班效益。 

3. 學院角度: 有專班系所 VS 無專班系所 

• 英語教育中心可以發展新的推廣班別(英語課程、大學教師 EMI) 

• 建議學院可以有專責的開源規劃，透過募款、學生服務學習…來增加財源。 

 

  二、檢附竹師教育學院所屬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取標準(如附件 10、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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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較竹師教育學院跨領域 STEAM教育碩士在職專班收費，每生兩學年學雜費及學

分費用計算如下表。 

班別 畢業

學分 

學雜費

基數 

學分費 總計 備註 

本系現行收費 33 12,164 4,200 12,164*4 + 4,200*33 

=187,256 

擬建議調整學分與收費方式 

1.論文 4學分不計入

畢業學分 

2.論文學分不收費 

擬建議調整學分費與收費方

式： 

12,164*4 +4,600*31 

=191,256 

建議降低修課學分 6

學分，論文不計入畢

業學分但須要收取

學分費 

體育系 28 12164 4600 12164*4+4600*28=177456 1.論文 4學分不計入

畢業學分 

2.論文學分不收費 

比照竹師教育學

院跨領域 STEAM

教育碩士在職專

班 

27 13,380 5,400 13,380*4 + 5,400*27 

=199,320 

1.論文 4 學分列入畢

業學分 

2.論文學分收費 

3.畢業學分少 6學

分。 

 

 四、2021.2.22院行政會議初步決議(如附件 11、pp.19-20)： 

  1.在職班授課鐘點費不分職級。 

  2.本島在職專班授課點費 1200-1600元，台灣外島在職專班授課點費 1500-2500元，

國外班別 2000-3000元。 

  3.是否調降畢業學分與提高學雜費或學分費，請各系所討論提院務會議。 

  4.是否由學院設置營運長與專職助理協助全院在職專班事務(如:招生、空間使用、

課程時間、行政庶務等工作)，請各系所討論題院務會議。 

決議： 

  一、關於是否調降畢業學分與提高學雜費或學分費，經討論後建議以下兩個方案: 

       ○1 E

A降低修課學分數 3學分(1門課)及論文學分收費，提高學分費。 

       A○2E

A降低修課學分數 6學分(2門課)及論文學分收費，提高學分費。 

     記名投票表決，結果統計如下: A○1E

A5票、A○2E

A4票，皆未超過半數，故建議學院提出

更精確及詳細規劃，俟下次再議。 
  二、在職班授課鐘點費不分職級，並請學院依據台灣本島，外島與國外訂定鐘點費支

用標準範圍。 

  三、關於是否由學院設置營運長與專職助理協助全院在職專班事務，仍維持目前由各

系辦理，並請學院提出此項做法理念、目的、作法、可能產生的問題等，以便再

討論。 

  四、請學院結合校友會成立募款小組，建立募款機制，以挹注長遠教育學院經費，促

進教育學院發展。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本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及計分方式是否得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在每學期期末，針對全校科目進行教學意見調查、成績統計，並將同學意見

由教務處以匿名方式轉任課教師，並視情況轉交相關系所主管及教務長參考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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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以上教學意見成績統計及計分方式是否得宜，提請討論。 

決議: 

  一、因為大學部與研究所在修課、人數等性質不同，建議大學部及碩博士班教學意見

調查結果分別統計。 

  二、未免少數同學在教學意見調查時與陳述意見時，針對特定的人事物，加入情緒性

用語。其他大學多有針對特殊案例（經由教師主動申請後）得去除明顯極端值的

作法，建議本校能仿效去除明顯極端值，以確保教學意見調查的客觀性。 

伍、散會：(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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