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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6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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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系務會議(如附件 1、pp.1-4)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修正本系博士論文計畫及學位

考試要點及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核要點，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實施。 

提案二 修正本系 110學年度博士班推

甄及考試入學系所分則，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通過後實施。 

提案三 本系博士生謝鳳香（學號：

10138004、指導教授：林志成）、

張惟亮(學號:10238032、指導教

授林志成)、洪碧霜（學號：

10138005、指導教授：顏國樑）、

及碩士生高月蓮（學號：

10225562、指導教授：鄭淵全）、

范僑洳（學號：10524554、指導

教授：李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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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四 針對本系系務發展各項業務之

執行策略，提請討論。 

一、修正各項 KPI 數據。 

二、每年出版 1 本專書:109 年行政

組、110 年課程組及 111 年理論

組。 

三、本系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

教育學國際論壇)：由各組輪流主

辦，109 年因疫情停辦。 

四、各組請積極招聘專任教師或合聘

教師。 

五、本年度訂定系務發展各項 KPI將

於 110 年 7 月底檢覈成果，往後

系務發展成果執行績效於每年 8 

月提出報告。 

六、另組成策略小組，研議各項 KPI

執行策略及方法。 

各項 KPI執行策略及

方法，於本次會議提

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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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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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本學期老師熱心參與系務，109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日期為: 9 月 14 日(一)，

預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09 年 9/15、10/20、11/24 及 1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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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 2 點前勿安排課程或其他活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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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研究所導師及召集人輪序名單(如附件 2、p.5)及 109學年度教科系各級

委員薦選及選舉名單(如附件 3、pp.6-10)。 

 

三、108學年度小畢典辦理方式:於 N308外休憩空間，布置一立體拍照牆，請畢業生至系

辦登記使用(期限至 6/17止)，期間可邀請指導教授撥穗或邀請老師/同學/親朋好

友…等一起留下紀念。 

 

四、近日教務處普查院所屬系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是否符合系所專業領域，本系為此因

應修正論文口試申請表(如附件 4、pp.11-14)，請指導教授檢覈本系研究生所提論文

應符合本系專業領域。 

 

五、榮譽榜： 

 

1.賀!本系教科四甲陳靖玟獲本校 108 學年度行健獎-參與公益服務活動表現優 

異，有具體事蹟者。 

2.賀!本系 108 學年度黃建一教授紀念獎學金由教科四甲陳靖玟同學審查通過，獎

學金乙萬元，由竹師文教基金會支付。 

3.賀!本系 108學年度李春榮先生紀念獎學金，經審查通過後，獲獎名單如下，每位

獲獎學生獲獎狀乙紙與獎學金伍仟元。 

 

學號 研究生 指導教授 班別 

210138032 何奕慧 蘇永明 博士班 
210238001 黃錫裕 王子華 博士班 
210581018 黃書雯 詹惠雪 夜課專班 
107093520 葉秋眉 謝傳崇 夜行碩班 

   

六、為服務畢業系友，本系已於 6月 8~9日為今(109)年度教師甄試進入複試之系友辦理

模擬教甄，感謝清華附小溫儀詩校長、葉惠貞老師、馮汝琪老師及新竹縣嘉豐國小范

揚焄校長協助擔任評審。 

姓名 出席次數 說明 姓名 出席次數 說明 

顏國樑 4  李安明 4  

沈姍姍 4  林志成 4  

林紀慧(列席) 0 公假 4次 王子華 2 公假 2次 

陳美如 0 教授休假 鄭淵全 0 借調 

彭煥勝 4  謝傳崇 4  

蘇永明 3 事假 1次 成虹飛(列席) 3 病假 1次 

詹惠雪 4  王為國 4  

王淳民 4  白雲霞 4  

邱富源 4  謝卓君 4  

呂秀蓮 3 公假 1次 李元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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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 教務處課務組： 

1.109上第 2次選課 6/11 ~ 15。 

2.109上新生選課 8/13 ~ 18。 

3.109上第 3次選課 8/27 ~ 31。 

4.109學年度行事曆(如附件 5、pp.15-16)請參閱。 

 

(二) 教發中心: 

1.108學年度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期限至 6/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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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1【教師社群】申請，即日起~109/7/31止，

http://ctld.nthu.edu.tw/service/?parent_id=1457 

   

(三) 秘書室：有關本校防疫最新措施(109.6.10)，請自行上網查詢，

http://2019-ncov.site.nthu.edu.tw/p/406-1499-173380,r8258.php?Lang=zh

-tw 

 

(四) 圖書館：109年度圖書經費已核定(如附件 6、pp.17-18)，請老師推薦圖書媒體

擬購清單。 

 

(五) 竹師教育學院:依據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育學院院務會議決議(如附件

7、pp.19-25)，有關學院「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如下。 

1.自主學習與探究創新能力 

2.善用資源與問題解決能力 

3.勇於接受挑戰之行動能力 

4.科技與資訊之運用能力 

5.自省與批判之思考能力 

6.合作與溝通之協調能力 

7.多元文化之尊重與共處能力 

8.社會與環境議題之洞察能力 

 

八、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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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請

老師協助宣傳及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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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二) 桌遊活動 

   （二）3/22(三) 大一期中夜點發放 

    (三) 6/10(三)～6/12(五) 大四送舊活動（闖關拿紀念禮物） 

    (四) 6/15(一) 大一期末夜點發放 

 

二、活動預告 

    (一) 6/17(三) 下一屆會長與副會長選舉  

  

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http://ctld.nthu.edu.tw/service/?parent_id=1457
http://2019-ncov.site.nthu.edu.tw/p/406-1499-173380,r8258.php?Lang=zh-tw
http://2019-ncov.site.nthu.edu.tw/p/406-1499-173380,r825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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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為修訂本系「黃建一教授紀念獎學金」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修正本要點第六條之規定，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申請本獎學金經審查核

定之得獎人，於系務會議

時由本系邀請黃建一教

授家屬頒獎，或由教育與

學習科技學系系主任代

表頒獎。 

第六條 申請本獎學金經審查核

定之得獎人，於系週會時

由本系邀請黃建一教授

家屬頒獎，或由教育與學

習科技學系系主任代表

頒獎。 

本系已無系週會 

  

   二、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8、p.26)。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本系 109 -111學年度系務發展 KPI責任分工及執行策略，提請討論。 

說明： 

一、檢附本系 109 -111 學年度系務發展計畫(如附件 9、pp.27-30)，依據上次系務會議決

議，修正 109-111學年度各項 KPI 數據，並擬定各項指標執行策略(如附件 10、

pp.31-32)。 
 二、系務發展推動小組：由主任、副主任，以及課程、行政、理論、學習科技四組召集

人及職員組成。小組負責計畫推動與管考。 

三、由系上編列相關經費補助學生參加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如註冊費、報名費(需用外

語發表，獲補助的學生需親自出席)、國外學術期刊論文刊登費、翻譯費…等。(本系

學生於修業期間，以補助一次為限，且需檢具憑證採實支實付最多新台幣 2萬元)。 

四、本系專任教師指導並通過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案，每案補助老師獎金 5千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系在職進修研究生吳鈴秋（學號：10324554、指導教授：鄭淵全）及洪雅晨(學

號:10391019、指導教授：林志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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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位研究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11、p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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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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