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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9月 25日（星期三）中午 12：00 

貳、 主席：林紀慧院長                                            紀錄：許禕芳  

參、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委員共 32人；出席 27人；請假 5人，列席人員 1人）                                          

肆、 上次會議處理情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1080515)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處理情形 

提案一 

有關本院擬成立「跨領域資

訊科技教育應用與發展中

心」，提請審議。 

一、中心名稱修正為「資訊科技

教育應用與發展中心」。 

二、照案通過(在場委員 23 人，

投票結果同意 23 票、不同意 0

票)。 

待送 10/22校務發展委員

會核備後設置。 

提案二 

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

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提請審

議。 

一、本案修正為「竹師教育學院

傑出校友遴選要點」。 

二、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後實施。 

提案三 

有關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英

文名稱調整，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已完成校內程序。 

伍、 報告事項： 

一、 本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訂於 12月 25日(三)中午召開，請各位委員撥冗出席。 

二、 本院與師培中心將於 108年 10月 14日(一)下午 3:30至 5:30於南大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一會議室共同辦理 1081【校長座談會】，除賀陳校長親自與會外，更邀請戴念華

教務長、顏東勇總務長、金仲達主任秘書共同參與，請各位師長踴躍參加，如有任何

提問歡迎事先提出。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pXHhQu8nxsHyJWB3A 

三、 本院訂於 11月 15日至 16日(星期五、六)辦理【2019第十屆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跨領域教育的教育與創新】，目前大會各項活動已訂定，歡迎各位老師踴躍註冊

參加，也請協助於課堂宣傳請碩博生註冊報名參加。 

研討會網站：http://conference.hctc.nthu.edu.tw/ 

四、 恭喜以下獲獎教師： 

(ㄧ)科技部 108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教科系李元萱助理教授。 

(二)107學年度校傑出導師獎：體育系黃榮宗副教授、幼教系曹亞倫助理教授。 

(三)107學年度校教師傑出教學獎：特教系孟瑛如教授、幼教系周育如副教授 

五、 有關本院 108年度至 109年度《清華教育學報》編審委員，因原編委卯靜儒老師因故

辭去編委職務，故本院改聘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鄭勝耀教授及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林千惠教授擔任，其聘期自 108年 8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六、 為提升同仁工作士氣，請各單位主管依年度內同仁實際工作表現提報獎勵事宜，如各

有獎懲案件請於 11月 11日前填具獎懲建議表，詳敘具體事蹟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

至學院辦公室。 

七、 108年度尹書田計畫即將進入最後一季，敬請各執行單位於 11月底前核銷完畢，並

於 108年 12月 10日前提供完整結案報告予院辦公室，相關重要績效亦請同步呈現於

所屬網頁，並提供網頁連結予學院。 

八、 109年度尹書田教育講座延聘及學術及教學發展補助持續開放申請，請有意提出申請

https://forms.gle/pXHhQu8nxsHyJWB3A
http://conference.hctc.nt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BB%83%E6%A6%AE%E5%AE%97%E5%89%AF%E6%95%99%E6%8E%8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gGfMOnaaxWFb7lTe6zYcHbGd7cEpo_9TZ_RoxnctiUKXFsZ4bzem1k_kV0gIUjRloQTIKyZoKfLgpIwSCXHN_wmfHLzQ9OxnwJ58pQO6Sj9woUB1RrCvMUe3XP30eBVzaWImDJG-MIyPnrV_RKLUHZr406K96dczoKAwTdD-XkWlnEhlYnlQeDexcqy3odWPYOPJ7sDly7YEtY7_zFnRkhBx98FoOlFSoZigry_93jRCPuwvC62CG71gYTT7nDb15BekktSSUfO3_F8jeUnnbZWCTGfZRT6HJEXh7WnXbymZ5x-TkXbx5G_VLYdEZJy3JPLoQ8Jnex_xi_cywJGQ&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6%9B%B9%E4%BA%9E%E5%80%AB%E5%8A%A9%E7%90%86%E6%95%99%E6%8E%8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AgGfMOnaaxWFb7lTe6zYcHbGd7cEpo_9TZ_RoxnctiUKXFsZ4bzem1k_kV0gIUjRloQTIKyZoKfLgpIwSCXHN_wmfHLzQ9OxnwJ58pQO6Sj9woUB1RrCvMUe3XP30eBVzaWImDJG-MIyPnrV_RKLUHZr406K96dczoKAwTdD-XkWlnEhlYnlQeDexcqy3odWPYOPJ7sDly7YEtY7_zFnRkhBx98FoOlFSoZigry_93jRCPuwvC62CG71gYTT7nDb15BekktSSUfO3_F8jeUnnbZWCTGfZRT6HJEXh7WnXbymZ5x-TkXbx5G_VLYdEZJy3JPLoQ8Jnex_xi_cywJGQ&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107%E5%AD%B8%E5%B9%B4%E5%BA%A6%E6%A0%A1%E6%95%99%E5%B8%AB%E5%82%91%E5%87%BA%E6%95%99%E5%AD%B8%E7%8D%8E?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DIIf3JlLkXdsAA_Myo4O7cH3TUHwzRf54YVVYsPmTyuYjn5GA7o-PF5Nc53vqmb3elmI6_gHt-0Cb73n5qOXfG7DXg-GzSyI62AlWwAIIAkLm_H2XKxygbbBgrha8S8h_UAah_ugl8pctHlBfTrnjdm1rIZU3LEL_AGBkUXRUjBon6CGgAuPIZzSm8T9KaDo_u887tbe0dDrtvOvyU8IFYlkhaRHjbKHxbvEFl-7u6gugUxO9evwBY9inmP4OHLOSVKrwslMNW_FD0R4vjCyVTlWTh5QEEejE06FSHIg0bBbjpVOu-kUrC0vxm775JIG51zE_XfTqqW-bABruck&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D%9F%E7%91%9B%E5%A6%82%E6%95%99%E6%8E%8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DIIf3JlLkXdsAA_Myo4O7cH3TUHwzRf54YVVYsPmTyuYjn5GA7o-PF5Nc53vqmb3elmI6_gHt-0Cb73n5qOXfG7DXg-GzSyI62AlWwAIIAkLm_H2XKxygbbBgrha8S8h_UAah_ugl8pctHlBfTrnjdm1rIZU3LEL_AGBkUXRUjBon6CGgAuPIZzSm8T9KaDo_u887tbe0dDrtvOvyU8IFYlkhaRHjbKHxbvEFl-7u6gugUxO9evwBY9inmP4OHLOSVKrwslMNW_FD0R4vjCyVTlWTh5QEEejE06FSHIg0bBbjpVOu-kUrC0vxm775JIG51zE_XfTqqW-bABruck&__tn__=%2A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91%A8%E8%82%B2%E5%A6%82%E5%89%AF%E6%95%99%E6%8E%88?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CeDIIf3JlLkXdsAA_Myo4O7cH3TUHwzRf54YVVYsPmTyuYjn5GA7o-PF5Nc53vqmb3elmI6_gHt-0Cb73n5qOXfG7DXg-GzSyI62AlWwAIIAkLm_H2XKxygbbBgrha8S8h_UAah_ugl8pctHlBfTrnjdm1rIZU3LEL_AGBkUXRUjBon6CGgAuPIZzSm8T9KaDo_u887tbe0dDrtvOvyU8IFYlkhaRHjbKHxbvEFl-7u6gugUxO9evwBY9inmP4OHLOSVKrwslMNW_FD0R4vjCyVTlWTh5QEEejE06FSHIg0bBbjpVOu-kUrC0vxm775JIG51zE_XfTqqW-bABruck&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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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所於 108年 9月 30日前，將相關資料後送院辦公室彙辦。 

九、 依據本院 107年 3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次院教師評量委員會附帶決議：「為增進教

師評量制度之友善性，因特別規定或有特殊原因申請免接受評量或延長接受評量案，

日後將訂於每學年度第 1學期進行審議。」各系所如有提案，敬請於 108年 10月 15

日前，完成系所級程序後送院。 

十、 108年深耕計畫(Q類)經費執行率分三階段由秘書處考核辦理收回(經常門、資本門分

別管考)，9月 30日經費第二次結算，執行率應達 80，未達 80之差額收回校方，並

請留意管考項為執行率，非動支率。 

十一、 為維持研究生論文品質及預防學生涉嫌抄襲及引用不當等情事，有關各系所碩、博

學位考試需備「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之標準，各系所辦法訂定如(附件 p.4-5)。 

十二、 本院 109學年度增設調整學系班別情形如下： 

(ㄧ)原「體育學系」、「體育學系體育碩士在職專班」更名為運動科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學前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停招。 

(三)「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學校行政教師碩士在職專班」裁撤。 

十三、 請提醒開課教師於第 1次選課開始日前完成課程大綱（含課程內容關鍵字）及核心

能力維護作業，未如期完成課程大綱上傳視同未開課，專任教師授課學分數列入不予

採計、兼任教師列入是否續聘之參考。 

十四、 有關研究所課程英語授課比例，教務處所訂期程目標值為短期(2年)內達到 40%、

長期(4年)希望能到 50%，再請各系所努力提升。 

另外為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教務處將提撥經費做為獎勵於研究所開設英語授課課程

之教師，108學年度第 2學期試辦 1學期，獎勵方式為（1）排課：第 1次選課前一

日登錄確定開設研究所英語授課課程之教師，提供每門課程新臺幣 2,000元獎勵金，

登錄英語授課之課程若有外籍生選課，不得改回中文授課；（2）教學獎勵：其教學意

見調查學生反映英語授課時數應達全授課時數 2/3以上，且教學意見分數平均達 4.30

以上，每門課程調升為新臺幣 12,000元獎勵金。 

十五、 分數為反應學生之學習成效，請各系所協助宣導請老師給予合理之評分，教師評分

之分佈擬提供教師申請升等或教學獎勵之參考。 

十六、 有關林紀慧院長於 108年 7月 18日至 21日至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出國報告：「與新

加坡 HomeFix與公幼系統「MyFirst Skool」簽訂課程合作與師訓合約暨拜會馬來西亞

寬案中學討論招生以及開設在職專班事宜」。(附件 p.6-14) 

十七、 院級中心業務報告： 

(一) 環境教育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15-17) 

(二) 性/別教育發展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18-19) 

(三) 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20-21) 

(四) K12課程與師培研究發展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22-35) 

陸、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為新訂「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朱順一合勤獎學金遴選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獎學金由合勤科技朱順一董事長贊助本校，本院每年可遴選一位大學部三年級

學生，並由校核發獎學金壹拾萬元整。 

二、 檢附要點草案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如附件 p.36-37)。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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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是否調整 109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不含在職專班）學雜費基數及學分

費用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教務處綜教組於 9/20 來信調查各學院是否有意願要調整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

費用，需於 10月 14日前回覆初步調整意願。 

二、 教務處表示為提高研究生各項獎學金獎勵金額、補助學生出國經費及增加圖書期刊

經費，故規劃調漲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 

三、 調整案適用 109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各調漲 5%起（由各學

院決定）。如需調整，需研擬學雜費調整草案並經學院會議通過後簽請校方審議，

並舉行公聽會，最晚需提送 109年 5月 5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 

四、 經查原新竹教育大學於 102年、103年及 104年業已逐年調整該年入學學生學雜費

及學分費，又於 105年 11月 1日合校後，本院所屬系所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比照

本校收費標準，與原收費標準相較已有 8%以上之調幅。 

本國生及僑生適用 如調漲

5% 

106 104-105 103 102之前 

竹師教育學院 

(收費類別:文) 

學雜費基

數 

11,635 

(+555) 

11,080 

(+890) 

10,190 

 (+215) 

9,975 

(+135) 

9,840 

學分費 1,660 

(+80) 

1,580 

(+80) 

1,500 

(+20) 

1,490 

(+10) 

1,470 

特教、體育、

數理所 

(收費類別:理) 

學雜費基

數 

13,630 

(+650) 

12,980 

(+1,200) 

11,780 

(+234) 

11,546 

(+156) 

11,390 

學分費 1,660 

(+80) 

1,580 

(+80) 

1,500 

(+10) 

1,490 

(+20) 

1,470 

 

外國學生及陸生 如調漲 5% 106 105之前 

竹師教育學院 

(收費類別:文) 

學雜費基數 27,615 

(+1,315) 

26,300 47,430(含 12

個學分費) 

學分費 2,205 

(+105) 

2,100 

 

特教、體育、

數理所 

(收費類別:理) 

學雜費基數 34,650 

(+1,650) 

33,000 

 

54,890(含 12

個學分費) 

學分費 2,205 

(+105) 

2,100 

五、 檢附教務處提供各院學雜費調整審議時程表、本校 108學年度學雜費公告版(如附

件 p.38-43)。 

擬  辦：依會議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 

一、 經查原新竹教育大學於 102年、103年及 104年業已逐年調整該年入學學生學雜費

及學分費，又於 105年 11月 1日合校後，本院所屬系所 106學年度入學新生比照

本校收費標準，與原收費標準相較已有 5%以上之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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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基於現行資源分配基礎下，又考量本院研究所學雜費及學分費自 102 學年度入

學學生起即已多次調整，故本院擬暫不提出本調整案。 

三、 後續待校級彙總各院意見，如決議擬進行全校性調整，或另有新資訊時，將再行

送本院相關會議研議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