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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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9 年 4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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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90310)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

案

一 

 

修正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

學位要點，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實施。 

提

案

二 

有關未來新大樓大樓名稱，提請  
 

建議新大樓名稱為竹師館。 
 

已送王副院長知悉。 

提

案

三 

本系碩士生黃慶容（學號：

10524556、指導教授：彭煥勝）

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業已送教務長核定通過在

案。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 成立本系教職員公務用 line 群組，群組功能主要作為公務與個人緊急事情聯絡之

用，請教師依個人意願加入。 

 
 

二、榮譽榜:  

 （一）賀!本系博士生洪碧霜榮升新竹市香山高中校長(原任新竹市三民國中)。 

 （二）賀!本系博士畢業陸生孫雪萌(謝傳崇教授指導)錄取中國哈爾濱商業大學專任

教職。 

 

三、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復課 及授課因應防疫調整演練注意事項 

 (如附件 1、pp.1-4) 。 

 

四、老師指導研究生人數為 10人/每學年(各班制至多 6人)，不含境外專班學生(如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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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採外加名額且同一班最多指導 2名為限。 

 

五、有關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作業指引(如附件 2、pp.5-8)。 

 

六、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教務處課務組： 

1. 本學期停修申請日期:109/04/20~5/18 

2. 下學期各班至排課至 5/1,院審核 5/4～5/8，近日將預排資料通知各組召集人。 

 

  (二)圖書館:因應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功能與選項調整(如附件 3、pp.9-10)，針對畢

業生準備以論文投稿，需提供投稿單位回覆之影本，若尚未投稿，需填寫擬投

稿之期刊、會議或研討會名稱，已訂定延後公開佐證資料證明書(如附件 4、

p.11)。 

 

  (三)教務處註冊組:因防疫需要，近期各系所進行學位考試時，得以視訊方式進行。 

   

七、109 學年度本校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報名人數統計(如附件 5、p.12)。 

 

八、109學年度陸生(研究所)網路報名尚未開始。截至今日，陸生聯招會尚未公告本學年

度陸生(研究所)招生簡章，工作日程表亦尚未公告。 

 

九、有關學校調查 6/13(六)畢業典禮是否因應疫情需要有所調整(如附件 6、p.13)，經

系上畢業生線上投票(日期:4/15~4/19止)，統計結果如下，將呈報院彙整。 

 
   辦理方式 
 
 
班制 

建議校級畢業典

禮照常辦理，由系

所派代表參與(須

符合 CDC規範*) 

建議校級畢業典

禮取消辦理 

建議由學院辦

理，由系所派代表

參與(須符合 CDC

規範*) 

系所自行辦理(須符

合 CDC 規範*) 

大學部四年級 11 9 6 19 
日碩行政組 5 2 1 4 
日碩課程組 0 2 1 5 
課程在職班 0 1 3 3 
行政在職班 4 0 2 6 
金門班 0 1 0 3 
博士班 2 0 0 1 

比例 24.20% 16.50% 14.30% 45.10% 

 
 

追蹤事項: 依據 4/21 校務會報及 4/22 畢典籌備會議決議，本（108）學年度校級畢業典

禮縮小規模，規劃如下： 

1.由各院長循例為畢業生撥穗。 

2.因應疫情縮小規模，各主任、所長不需參加本學年度畢業典禮諒。 

3.時間：109 年 6 月 13 日（週六）上午 10:00~12:00（研究生與大學部合併辦理） 

4.地點：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5.參加對象：博士生（全體）、碩士班代表、大學部代表（每系所 1 人）、梅貽琦獎章獲 

獎生 

6.授證方式：由校長授證、院長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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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畢業生代表致詞（研究生、大學部各 1 人）、畢業生留言、師長祝福影片維持不

變、    其他因應疫情措施如量體溫、戴口罩、分流進場等，校園巡禮停辦。 

 

※領導與評鑑中心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中小學教育菁英專業培育班簡章已擬定並送桃竹苗各縣市國中小宣導並招

生，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導，報名日期至 4/30(四)止。 

 

※系學會工作報告 

ㄧ、已完成之活動報告： 

   （一）3/24(二)桌遊活動 

 

二、活動預告： 

    (一) 4/22(三) 大一夜點發放 

 

二、 備註: 

 (一)因疫情緣故，假日營隊、系出遊、北教盃、系卡確定取消，唯大四送舊會依五

月份疫情狀況以及課外組規定，再討論是否辦理。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修正本系 108(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博士班研究生畢業門檻，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本系 108(含)學年度以後入學博士班研究生畢業門檻(如附件 7、pp.14-19)，

擬放寬學術著作與本系專任教師聯名發表，請討論。 

決議：未通過，另提案修正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如臨時動議)。 
 

【提案二】 

案由：本系博士生時序東（學號：10038004、指導教授：成虹飛）及碩士生劉於智（學

號：10524511、指導教授：李元萱）、廖嘉琪（學號：10381018、指導教授：王子

華）申請延長修業年限，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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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位研究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8、pp.20-22)，

請參閱。 

擬辦：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後，送教務長核定。 

 

【提案三】                                                      

案由：是否提高在職專班收益對院的回饋比例，以協助未來學院的整體發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提案背景說明 (如附件 9、p.23)，請參閱。 

  二、依據本校在職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如附件 10、pp.24-25)辦理，檢附 108 年在

職專班收入分配表(如附件 11、p.26)，請參閱。 

  三、說明及建議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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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建議 

1. 過去竹教大時代在職專班的盈餘全

部歸校務基金，但合校之後扣除校

方一定比例的行政管理費後，大部

分歸系務基金，因此系務基金狀況

愈來越好是可以預期的。 

2. 未來搬至新大樓之後採院核心方式

管理，若院務基金充足將有更多資

金可用於提升公共空間的品質，並

確保相關營運與修繕的正常進行，

而大家也會是直接受益者。 

3. 身為教育學院龍頭系所，若能帶頭

發揮利他精神，將有助於學院建立

共享互惠共好的新文化。 

1. 概估系務發展的資金需求，討論出

可提高給學院的比例範圍。 

2. 討論出的比例範圍可做為學院相關

會議討論時的基礎。 

3. 建議明文規定每三年重新檢討在職

專班收益回饋給學院的比例 (增

加、減少、或不變)。 

 

     

決議：本案緩議。 

 

【提案四】                                                     

案由：系務基金可否每學年進行財務報告與預算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說明及建議臚列如下: 

 

說  明 建  議 

1. 過去竹教大時代在職專班的盈餘全部

歸校務基金，但合校之後扣除校方一定

比例的行政管理費後，大部分歸系務基

金，因此系務基金狀況愈來越好是可以

預期的。 

2. 公開透明的財務報告將有助於系所同

仁了解系務的運作，並凝聚系所同仁的

向心力。 

3. 有預算規劃的制度將有助於推動系務

穩定前進，並激勵同仁在教學與研究上

不斷創新研發。 

 

1. 設計系務基金的收入與支出總表，方

便比較與追蹤。 

2. 每學年進行兩次財務報告，並搭配財

務報告於上學期初進行預算規劃，下

學期末進行預算執行檢討。 

3. 明定可由系務基金支持之相關支出(教

學、研究、行政、管理、學生活動、

會議、參訪…)，且在符合相關法規的

前提之下，同時保留一定彈性。 

4. 賦予行政主管有經費申請通過與否的

行政裁量權，若有不確定或金額過高

之申請案，可透過系務會議討論並決

議之。 

 

決議：本案緩議。 

 

【提案五】 

案由：針對本系系務發展各項業務之執行策略，提請討論。 

說明：教科科系的發展原則為「教育為體，科技為用」，是建立在「提升學生學習效果、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的最高目標上，在這目標下討論達成的策略與手段，擬定策略的優先順序，

這目標能夠達成，需要大家集思廣益，克服困難，師生一起共同攜手努力。針對系務發

展各項業務之執行策略，請老師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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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策略 

一、如何提升學術發展 

 

1.教師 

2.學生 

三、 如何改進課程與教學 1.教師 

2.學生 

四、 如何提升招生質量 

 

1.大學部 

2.博碩士 

五、 如何聘任優秀教師 

 

1.專任 

2.兼任 

3.合聘 

五、其他議題  

 

決議：本案緩議。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修正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擬修正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要點第六點第 2項為:「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共同

必考科，亦得以 SSCI/SCI/TSSCI（限以獨立發表或與本系專任教師聯名發表且為

第一或第二作者）學術期刊一篇抵考。」檢附修正後要點(如附件 12、pp.26-27)。 
決議：照案通過。 
 
伍、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