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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8 年 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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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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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 107 學年度成果與 108 學年努力方向報告(如附件 2、pp.3-18)。 
 
二、108 學年度上學期預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08 年 9/17、10/2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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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8 學年度教科系各級委員當選名單更新彙整(如附件 3、pp.19-23)，請老師參閱，並

依時出席與會。 
 
四、榮譽榜: 
 
   1.李元萱老師獲 108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資訊教育學門專長)。 

   2.博士生左思謙獲本校 108年領航計畫(教育部經費)獎學金 10萬元。 

   3.博士生李昆璉及李孟雪獲教育部 108年師鐸獎。 

   4.本系大二林咏璇同學錄取 108年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參訪見習地點為澳洲雪梨。 

   5.本系三年清班林郁津同學錄取 108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公共服務組)暑期實習。 

   6.本系四年乙班陳彣蕙同學獲得 108年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指導教授為彭煥勝老師。 

7.本系學生錄取 108學年乙案公費生共 6人，名單：教科三清林妙穗(一般教師)、教

科三華王碩華(一般教師)、教科三華徐苡庭(一般專長、國語文專長)、教科四甲楊

珊瑜(一般教師)、教科四乙鍾羽雯(一般教師)、日碩一郭俊澤(一般專長、自然科學

專長)。 

   8.本系 108年國小教師甄試共 70人考取正式教師，不含重榜應屆考取 21人，榜單如

下表。 
 

107 級乙班 吳佳晏(雙榜)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柯續驊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黃紹芊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蔡宗倫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乙班 賴茹美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乙班 謝佩欣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曾若綾(雙榜)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偏遠地區組 
106 級乙班 黃愉歡 桃園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廖羿筑 臺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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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級甲班 陳冠樺 臺北市正式教師(英語) 
102 級乙班 王嬿婷(雙榜) 臺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99 級甲班 林詠哲 臺北市正式教師(系統管理師) 
102 級甲班 謝亞均(重榜) 臺北市正式教師(系統管理師) 
107 級乙班 李佳芸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李昕諮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張幸萍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陳宥云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詹佩樺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饒維恩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黃晏珊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甲班(應屆) 蔡宇千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甲班 劉芊慧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5 級甲班 林致楨(雙榜)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乙班 仝庭瑜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教碩班 李曜成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甲班 侯沛汶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5 級甲班 張仕佳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乙班 王俐婷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甲班 許卜勻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甲班 彭子恬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甲班 蔡沛妘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3 級乙班 楊怡珊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在職專班 鄭曉雯 新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乙班 楊玄  新北市正式教師(系統管理師) 
104 級甲班 傅昭穎 金門縣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李嘉妤 新竹市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乙班 吳惠庭 新竹市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乙班(應屆考) 毛崧懿 新竹市正式教師(體育) 
102 級乙班 王嬿婷(雙榜) 新竹市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乙班 朱庭萱 新竹市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甲班 謝亞均(重榜) 新竹市正式教師(資訊) 
教碩班 郭翊姍 新竹市正式教師(英語) 
107 級乙班 陳瀅如 嘉義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林于茜 臺中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曾若綾(雙榜) 臺中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吳佳晏(雙榜) 臺中市正式教師(一般) 
98 級乙班 李雪莉 臺中市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甲班 葉敏 苗栗縣正式教師(一般) 
105 級甲班 林致楨(雙榜) 苗栗縣正式教師(一般) 
教碩班 賴宛庭 苗栗縣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許文馨 南投縣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盧葳 南投縣正式教師(一般) 
93 級 吳俊平 南投縣正式教師(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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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級乙班 張雯媛 臺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1 級班 吳春蓉 臺南市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甲班 謝亞均(重榜) 臺南市正式教師(資訊) 
103 級甲班 鄭伊婷 臺南市正式教師(一般)榜首 
107 級甲班 顏家柔 高雄市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乙班 徐慧君 高雄市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甲班 卓君諭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7 級乙班 邱于軒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6 級乙班(應屆考) 詹郁立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5 級乙班 林勁蓉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甲班(應屆考) 蕭毅仁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甲班 徐蓓矣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4 級乙班 翁瑞臨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甲班 謝育廷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2 級甲班 陳雪婷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101 級甲班 莊惠君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99 級甲班 范毓慈 新竹縣正式教師(一般) 
 

五、107學年度暑期海外研修專題研究(授課教師:王子華及邱富源老師)開課經費分配已

奉簽核，扣除學校、教務處管理費、教師鐘點費，本系可分配數為 49626元。 

 

六、108學年度第 1學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碩士 2500元/博士 4000元，補助全時在學研究

生)，申請截止日期至 9月 30日，使用至經費完罄為止(申請計劃書如附件 4、p.24)。 

 

七、109學年度本系碩博士各班制招生總量彙整(含校控名額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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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碩士班行政組 10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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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相關統計如下表，本系系所平均分數 4.14，在全校

十個學院屬於最後段班，而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4.14 以下專任教師 6 人、兼任教師 8 人。 
      （一）綜合學生質性意見，學生反映負面意見最不喜歡的地方，以致影響教學評量分

數，如未有明確教學目標與進度、評量方式不明確或改變評量方式、臨時增加

作業、臨時調課、老師未備課準備不充分、大部分都是同學報告老師上課少或

評析少、共同開課老師上課未協調或不一致等。以上學生反映意見供各位老師

參考，期望各位老師協助提升教學效果。 
 
  （二）往後各學期排課前，會提供各組召集人相關兼任教師的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作

為聘任之參考，並請各召集人協助兼任教師教學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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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總平均 4.46 
各學院平均 
人社院 4.56 生科院 4.40  教育學院 4.36 
工學院 4.37 清華學院 4.58    電資院 4.39 
原科院 4.44 科管院 4.52   
理學院 4.36 藝術學院 4.42   

 

 
主席裁示:將蒐集修課學生意見，以提供改進之參考，必要時得組成委員會，商討解決對策。 

 
九、為增加本系招生特色，109 學年度學士班各項招生(個人申請、繁星推薦、考試入學)

簡章備註將加註「英語能力符合條件者亦可申請修習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說

明。 
 
十、本學期新竹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共 28 人報名，順利開班。 
 
十一、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V 
 

 
     （一）教務處課務組：公告 108 上學期重要選課日期。 

• 加退選 108.9.05~23(同時受理加簽.校際選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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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 下學期預定排課時程:108.10.20-11.15 

 
     （二）人事室:有關「基本工資」調整，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新臺幣(以下同) 23,8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58 元(如附件 5、p.25)。 
 
     （三）轉知竹師教育學院 1081 重要工作事項一覽表(如附件 6、pp.26-27)。 
 
十二、109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簡章已公告在網頁，報名日期：108 年 10 月 02 日上午 10

點～108 年 10 月 08 日下午 5 點止，請協助宣傳招生。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略) 
 
※系學會工作報告 
 
ㄧ、已完成之活動報告 

（一）9/4新生領航營-院系時間。 

（二）9/9新生迎新。 

 

二、活動預告 

（一）9/23(一)系學會送舊 - 餐廳吃飯與玩遊戲。 

（二）9/25(三)系烤-教育大會烤&制服日。 

      18:30進場 19:00開始至 21:00結束  

      地點：二活前廣場（學餐前） 

（三）10/10(四)~10/12(六) 電機×幼教×教科迎新宿營-電起教尖愛，我就在你左幼。 

（四）11/24(日)假日營隊-米奇妙妙屋。 

（五）12/15(日)耶舞-與心諮、體育、物理及交大機械合辦。 

 

三、其他 

（一）預計 12月舉辦桌遊大賽 

（二）學術講座 – 邀請畢業學長姐經驗分享 

（三）籌備明年 5月由本系主辦的北教盃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訂本系博士班境外生(不含陸生)修業及畢業門檻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已經 108 年 6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學術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在

案(修正第三、四、七點)。 
  二、依據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細則、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及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

點辦理。 
   二、 檢附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7、pp.28-34）、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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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8、pp.35-37）
與外國生選修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9、p.38）。 

擬辦：通過後，本系博士班境外生(不含陸生)新舊生均適用。 
決議： 
  一、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將適用於所有境外生(含外國生、僑生

及港澳生，但不含陸生)，舊生比照辦理。 
  二、修正後畢業門檻新舊生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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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細則(如附件 10、pp.39-41）辦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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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如附件 11、

pp.42-4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修訂本系碩士論文計畫及學位考試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碩士學位考試細則(如附件 12、pp.48-50）辦理。 

  二、檢附本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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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如附件

13、pp.51-5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修訂本系碩博士班學生抵免學分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 14、pp.57-58）辦理 。 

  二、檢附本系碩博士班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15、

pp.59-6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系碩士生洪滋憶（學號：10424507，指導教授：王子華）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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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p.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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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