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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1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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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1、pp.1-5)追蹤事項： 

 
案由 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提案一 

 

修訂本系學術著作評分標

準表，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修正後本系學術著作

評分標準表，適用於

博士班考試入學初試

審查項目(著作發表及

學術表現)成績計算、

博士班抵免資格考、

畢業門檻及院各項獎

學金申請等。 

提案二 修訂本系碩士論文計畫及

學位考試要點，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本學期開始適用。 

提案三 為訂定本系大學部學生申

請轉(出)系程序乙案，提請

討論。 

 

為確認申請轉(出)系學生對於欲

轉入學系及相關領域具有一定程

度的認識與了解，提出申請時需

提供導師的輔導紀錄及曾至相關

系所修課證明。 

本學期開始適用。 

提案四 為訂定本系大學部書卷獎

排名及獲獎條件乙案，提請

討論。 

本系書卷獎排名方式採用 T 分

數，若遇同名致超過辦法規定名

額時之排序條件於兩週內另行公

告於系網頁。 

本學期開始適用。 

 
貳、報告事項： 
 
※系務報告 

 

一、更新 111 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招生 DM(如附件 2、p.6，請老師協助宣導鼓勵報名，

檢附 105-110學年度本系碩博班各班制報名人數(含錄取率) (如附件 3、p.7)。 

 

二、本系謹訂於 110年 10月 23日(六)上午 9-12點，邀請優秀博士畢業生宋美瑤老師，

假本校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5樓第三會議室，為碩博士生研究辦理資料搜尋及論文 APA

格式第七版撰寫工作坊，期限內報名踴躍共計 96人參加。 

 

三、榮譽榜： 

 

(一) 本系詹惠雪副教授獲 110學年度學院教師傑出教學獎(另推薦至校甄選)，將頒

發獎狀及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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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蘇永明教授及詹惠雪副教授獲 110學年度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將由學校頒發

獎勵金。 

 

   (三)本系博士班新生陳世彣獲本校科技部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四)本系大三胡博茜同學參加「110年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計畫」，獲得分區成果競

賽社會公益組第二名。 

 

   (五)110學年度本系博士生獲院全時博士生助學金，名單如下： 

 

編號 學號 姓名 金額 
1 106091861 林炳洲 180,000 

2 108091881 胡依珊 120,000 

3 108091803 高千惠 120,000 

4 108091801 李孟翰 120,000 

6 110091801 葉佐倫 120,000 

7 109091891 潘俊宏 180,000 

總計 840,000 

 

 

(六)109學年度第 2學期書卷獎本系學士班得獎名單如下。 

 

年級 學號 姓名 
一 109091026 周永秦 

一 109091031 陳濬萱 

二 108091021 余雪綺 

二 108091025 廖翊淇 

二 108091072 謝東宇 

三 107091019 楊善涵 

三 107091020 吳子亦 

四 106091119 林郁津 

四 106091126 羅品潔 

四 106091205 葉芷彤 

四 106091206 陳延璋 

四 106193043 徐晨芯 

  

四、轉知本校各單位公告及訊息:  

 

   （一）竹師教育學院：檢附院行政會議紀錄(如附件 4、pp.8-10)。  

    

   （二）教務處註冊組：碩博士班學位考試及修業年限防疫彈性機制(如附件 5、p.11。 



III 
 

 

    (三)教務處課務組： 

 

1.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防疫事項(如附件 6、pp.12-15)。 

2.本校授課學分規定(如附件 7、p.16)請老師詳閱。 

3.110下學期系所排課期程：10/18～11/12，排課注意事項(如附件 8、pp.17-21)

請老師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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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修訂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如附件9、pp.22-23)辦理。 

  二、檢附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要點修正前後條文(如附件 10、

pp.24-25)。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為訂定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如附件 11、p.26)辦理。  

   二、檢附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細則(草案) (如附件 12、p.2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為調整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含課程、行政及金門班)教師授課鐘點費支出標準及教

師授課每屆（2學年）授課以 9 學分（3門課）為上限，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2021.2.22 院行政會議初步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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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酌 2021.2.22院行政會議初步決議與本系在職專班金門班授課鐘點費標準，擬

調整本系碩士在職專班授課鐘點費標準如下，並請提出建議。 
 

班制 現行授課鐘點費標準 擬修正授課鐘點費標準 

夜間班 

行政+課程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不分職級 1600 元 

1300 1200 1100 

金門班 不分職級 2000 元 不分職級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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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本系 110 學年度夜間碩士在職專班收支比較表如下。 
 

行政+課程 現行支出 調整後支出 

總收入金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4,587,772 校管理費 20% 917,554 校管理費 20% 917,554 

教務處管理費 10% 458,777 教務處管理費 10% 458,777 

院管理費 5% 229,389 院管理費 5% 229,389 

授課鐘點費 1,404,000 授課鐘點費 1,728,000  

論文口試指導費

用、口委費用 
490,000 

論 文 口 試 指 導 費

用、口委費用 
490,000 

人事助理費 553,500 人事助理費 553,500 

餘額 534,552 餘額 210,552  

 
 
 決議： 

    一、通過碩士在職專班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並於本學期開始適用。 

    二、總收入支出後餘額經費運用項目如下： 

        (一)教學用校外參訪，如交通費…等。 

        (二)補助本系師生國外學術期刊或參加國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外文編輯(翻譯)

費、註冊(報名)費等。 

        (三)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演講鐘點費。 

        (四)教學相關設備。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