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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線上視訊 
主持人：顏國樑主任                                  紀錄：陳淑卿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3)追蹤事項

如下。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本系擬修訂「系主任遴選

辦法」乙案，提請討論。 

部分文字修正後通過，送院務會

議審議，另簽請院長核定後實

施。 

已提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

通過，並簽請院長核

定後開始實施。 

提案二 有關本校竹師教育學院院

長遴選委員會各項代表推

薦事宜，提請討論。 

 

「系所推選代表」本系推薦謝傳

崇教授擔任，另「院外代表」及

「校友代表」，系上老師若有推

薦人選，須經被推薦人同意，並

於 5 月 17 日前送交系辦。 

 

「系所推選代表」本

系推薦謝傳崇教授擔

任，已送學院洽辦。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感謝本學期老師熱心參與系務，111 學年度上學期開學日期為：9 月 12 日(一)，預

定系務會議時間為 111 年 9/13、10/18、11/29 及 1/10，以上皆為星期二中午 12 時，

若有異動則另行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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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本系研究所導師及召集人輪序名單(如附件 2、p.4)及 111 學年度本系各

級委員薦選及選舉名單(如附件 3、pp.5-10)。 
 

 三、111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排定期程，暫定如下。 
 

 班別 日期及時間 

1 碩士班(課程及行政組) 9/14(三)中午 12:00-13:20 

2 博士班 9/16(五)中午 12:00-13:20 

3 在職碩士專班 9/01(四)下午 06:30(視訊) 

 
 四、檢附 112 學年度碩博士班推甄入學系所分則(如附件 4、pp.11-13) 預計於 111 年 10

月 5-11 日網路報名。 
 
 五、有關 111 學年度各項博士生新生獎學金申請，說明如下，申請期程及表單俟學院通

知新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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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長獎學金：學院名額 4 名。 
      2.科技部-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學院名額 1 名。 
      3.鑫淼重點科技博士生獎學金：全校 3 名。 

 
六、榮譽榜： 
 
    (一)恭喜本系陳美如教授獲第十四屆清華大學傑出導師獎。

https://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30403,r5207.php 

 

    (二)本系 110學年度李春榮先生紀念獎學金審查通過名單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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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類別 班別 

1 109091891 潘俊宏 顏國樑 教授推薦 博士班 

2 110091501 鍾羽雯 詹惠雪 教授推薦 日碩班 

3 108091506 蔡  昀 邱富源 教授推薦 日碩班 

4 108093508 徐晨皓 謝傳崇 教授推薦 夜行碩 

 

  (三)本系 108級/碩士班課程組蔡昀錄取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國小部正式教

師。 

 

七、本系為協助進入教師甄試複試(臺北市、桃園市)的系友，已於 6 月 8 日(三)辦理第

一次模擬教甄(試教、口試)，本週將為進入新北市教甄的系友辦理第二次模擬教甄。 
 
八、本系 110 學年度實務教學能力檢定已於 6 月 9 日(四)辦理完成，共 6 人報名，6 人

皆通過。 
 

九、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1.110-3【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即日起~6月 30日止，詳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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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1【教師社群】即日起開始申請~7月 15日止，通過後提供老師經費上的

補助，每案最高補助 2萬元，詳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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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務處註冊組：  

        1.本學期辦理休學期限至6月13日(一)截止。 

        2.學位考試,請依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室內人數限制標準為準，以公開口試為原

則，並由系所核准採實體口試或線上(視訊)口試。              

   

   （三）教務處綜教組：110學年度畢業典禮，考量防疫並兼具典禮儀式感，規劃朝向

縮小實體畢業典禮規模（由博士畢業生全體、碩士及學士畢業生授證代表、

梅貽琦紀念獎章獲獎生等約 200人參加)，並配合直播方式辦理方式如下。 

 

1.時間：111 年 6 月 11 日(週六)上午 10:00~12:00 (研究生場與大學部場合併辦

https://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30403,r5207.php
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http://ctld.nthu.edu.tw/service/?parent_id=1457
http://ctld.nthu.edu.tw/service/?parent_id=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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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校園巡禮取消)。 
2.地點：校本部旺宏館國際會議廰。 
3.參與畢業生：博士生全體、學士班及碩士班各系所授證代表(各 1 人)、梅貽

琦紀念獎章獲獎生、畢業生致詞代表。 
4.參與師長：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各院長。(場地限制，恕不邀請

系所主管參加)。 
5.不開放家長進場，歡迎家長在旺弘館 2 樓教室觀賞現場直播。 
6.贈送全體畢業生每人一份畢業證書夾(以往是只發給全程參加典禮的畢業

生)。 
7.校園內畢典意象拍照看板延長放置時間（6 月 3 日～7 月 3 日），供畢業生及

家長拍照留念。 

    

   (四)清華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本校獎勵開設核心通識課程試辦方案(如附件5、p.14）

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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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修訂 112 學年度本系博士班考試入學系所分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檢附本系 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系所分則(如附件 6、pp15-16），請參閱，

請針對 112學年度初試審查項目提出建議。 
  二、依據本系 1092-1 決議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項目 審查項目 佔分比 備註 

初試審查項

目及成績計

算 

(初試佔總成

績 60%) 

1.碩士論文及研究計畫書 20% 1.招生簡章不呈現初試

(書面審查)佔分比例。 

2.學術著作發表，其中

非教育相關學術著作

得分計算佔審查標準

各項分數一半。 

2.中(或英)文自傳(限制3頁以內) 

3.學、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4.英文能力測驗證明 

5.工作專業表現 

50% 

6.學術著作發表 30% 

 

擬辦：統計 109-111學年度報名本系博士班考試入學考生，初試審查其中學術著作發表

得分均未超過 15分以上。建議調整本項佔分比例如下。 

  

項目 審查項目 佔分比 備註 

初試審查項

目及成績計

算 

(初試佔總成

績 60%) 

1.碩士論文及研究計畫書 30% 1.招生簡章不呈現初試

(書面審查)佔分比例。 

2.學術著作發表，其中

非教育相關學術著作

得分計算佔審查標準

各項分數一半。 

2.中(或英)文自傳(限制3頁以內) 

3.學、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4.英文能力測驗證明 

5.工作專業表現 

50% 

6.學術著作發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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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為訂定本系碩博士班轉系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第六十一條規定(如附件 7、pp.17-19)辦理。 

二、檢附本系碩博士班轉系辦法全文(如附件 8、p.20)。 

決議：修改碩博士轉系申請資格如下，餘照案通過。 

 

第二條 碩士班申請資格 
一、課程與教學組:原就讀系所所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3.38以上，且轉至本

系後可修業的年限至少需有2學年。 
二、行政與評鑑組:原就讀系所所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3.38以上，且轉至本

系後可修業的年限至少需有2學年。 
第三條 博士班申請資格:原就讀系所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GPA）3.50以上，且轉至本系

後可修業的年限至少需有3.5學年。 
 

【提案三】 

案由：本系在職博士生翁志航(學號:10338003、指導教授:成虹飛、碩士生黃應婕（學號：

10524513、指導教授：王為國）及高子哲(學號:10424512、指導教授:王淳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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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pp.21-23)。 
決議：照案通過後，另送教務長核定。 

 
【提案四】 
案由：本系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梁暄章(學號: 10591021、指導教授:李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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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梁生「在職進修研究生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表」(如附件 10、p.24)。 

 決議：照案通過後，另送教務長核定。 
 
肆、臨時動議(略) 
伍、散會(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