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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年 5月 24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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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人；請假 9人；列席人員 2人）                                          

肆、 圖書館林文源館長報告： 

1. 圖書館活動場地介紹--三館一線合作（詳簡報檔） 

2. 本館參考南大分館經驗設置療癒圖書專區，感謝心諮系教師專業協助。 

3. 本館 4樓設有教師著作專區，如院內教師有出版書籍歡迎告知，圖書館可進行採購。 

4. 圖書館歡迎各位師生與圖書館合作，可成為分享平台。 

伍、 幼教系周育如主任分享招生秘訣。 

陸、 上次會議處理情形：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1060322)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處理情形 

提案一 

有關本院曾維垣教授清

寒獎學金審查，提請推選 

3至 5位委員。 

由教科系、幼教系及心諮系各推派乙名委員會後留

下來討論。 

已選出授

獎同學，並

將於 6月 8

日頒獎。 

提案二 

有關訂定本校「竹師教

育學院南苑管理規

定」，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會議通過

後實施。 

提案三 

有關訂定本校「竹師教育

學院教育與心智科學研

究中心儀器設備管理辦

法」，提請審議。 

1.修正第二條：本中心內已建置之實驗室，由主任

從事務委員中遴選專業人員，負責各項儀器之保

管、維護及理。實驗室依專業屬性，另訂定各儀器

設備使用細則，詳規劃之訓練、登錄及範，並交由

中心事務委員會議決議後送院務會議備查。 

2.新增第九條：本中心所訂定相關細則送院務會議

核備後實施。 

3.修正第十條：本辦法經本中心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後，送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院長核定實施。 

4.修正後通過。 

會議通過

後實施。 

 

 

柒、 報告事項： 

一、 本院擬與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合作辦理印尼境外專班，計畫書規劃完畢後將送教

務處依相關法規修正，再送臨時院務會議審議。 

二、 有關全校及本院英語授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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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英語

授課比例 

不含外語系&語

言中心 &英教系 

本院英語授課

比例 

1061 16.81% 11.33% 3.81% 

1062 17.65% 12.86% 6.07% 

各系所之後如有邀請外籍老師來課堂演講，這門課即可當作有外籍授課老師授課，可

當作英語授課績效。 

三、 自 108 學年度起繁星推薦及個人申請調降校系參採學測科目數為至多 4 科，兩管道

均不得再使用學測 5科總級分。因應變革，招策中心邀請外部升學輔導專家諮詢，並

已於 5月 7日舉辦 2場諮詢會議。同時招策中心擬訂 108 學年度個人申請及繁星簡

章分則修訂分析模組（含三部份：(1)篩選、錄取及報到的招生數據(2)學習追蹤平台

分析【含生源、 學測各科目與入學後表現關係】、(3)大考中心各檢定組合之人數查

詢），將檢傳相關數據，俾利各系班於 5月 15日至 23日簡章調查時，作為參考選擇

學測科目數及簡章修訂。 

四、 今年院中各系申請入學名額較去年減少，因此平均級分提高。但一些系的缺額率顯著

增加，應與招策中心討論檢討原因。一些系的繁星入學名額較去年少，但平均級分明

顯下降，應是警訊。整體印象，招生似已過蜜月期顯露疲態，要請各系同仁繼續在教

學與招生技術兩方面多加警惕再做提升。 

五、 教育部深耕計畫要求修讀邏輯思考與運算課程之學士班學生比率逐年成長，3年後達

學士班學生 50%，資工系刻正開設相關現線上課程，提供學生選修，同時亦開放各院

根據學院特色與領域需求開設程式語言相關課程。 

六、 多年期研究計畫每年報告注意事項。 

七、 為辦理 107上半年度職技人員及約用人員敘獎(年度敘獎及專案敘獎作業)，請各單位

踴躍於 6月 30日前提出，如未獲敘獎者，下半年不得以同一事蹟申請敘獎。 

八、 107年度相關經費已分配完成，敬請依秘書處及主計室規範於期限內執行完成。資本

門請於 6月底前執行完成，未執行金額(含剩餘款)將收回學院統籌。 

九、 2018第九屆創新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跨領域教育的現在與未來，將訂於 11月 16

日至 17日(星期五、六)辦理，將於 6月中開放徵稿，請各位老師協助宣傳及多鼓勵

學生投稿。 

十、 院辦已規劃多項活動，請大家踴躍參加! 

活動時間/地點 主題 分享教師/講者 報名連結 

107年 5月 24日(四) 

15:30至 17:20 

南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藝術研究方法：實務

研究的資料分析 
Arts Based Methods: Using 

Data in Practical Research 

Dr. ROBERT 

SCHINKE/尹書

田教育講座 

 

107年 5月 31日(四) 

12:20至 13:15(備午餐) 

南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MOOCs?! HOW TO 

START? 

藝設系江怡瑩教

授、音樂系陳孟

亨助理教授 

 

十一、 院級中心業務報告： 

(一) 環境教育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4-7) 

(二) 性/別教育發展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8) 

(三) 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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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核備案： 

核備一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有關「華德福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自 108學年度招生乙案，提請 核備。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院106年9月13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表決通過於2018

年暑期開課。 

二、 依據教育部「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申請作業

須知」規定提出申請，經教育部 107年 1月 15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192394B 

號函核定、107 年 3月 28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44227 號函核備自 108學年

度招生。 

三、 本學程合作學校為德國斯圖加特自由大學及德國漢堡華德福師訓學院，招收國內

學生 15名、境外學生 10名，自 108學年度起採隔年招生。 

四、 學位專班經教育部核定辦理後，應納入學校組織規程。本學程將設置於竹師教育

學院，俟執行制度化後，擬正式列入本校組織規程。 

五、 本學程設主任一人，綜理學程各項業務，主任由竹師教育學院院長就本校專任教

師薦請校長聘兼之。 

六、 檢附計畫書、教育部核定函。(附件 p.10-44) 

決  議：核備通過。 

 

核備二                                     提案單位：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 

案  由：有關新訂本校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眼動實驗室儀器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

及「腦波實驗室儀器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提請核備。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中心於第五次事務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 依據「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儀器設備管理辦法」第二條：「由本中心內已建

置之實驗室，由主任從事務委員中遴選專業人員，負責各項儀器之保管、維護及

管理。實驗室依專業屬性，另訂定各儀器設備使用細則，詳細規劃儀器設備之訓

練、登錄及使用範，並交由中心事務委員會議決議後送院務會議備查。」及第九

條：「本中心所訂定相關細則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訂定眼動儀及腦波儀實

驗室使用細則。 

三、 檢附眼動實驗室儀器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腦波實驗室儀器及空間管理與借用

辦法、中心儀器設備管理辦法及 107 年 5月 3日中心第五次籌備會議紀錄。(附件

p.45-54)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1.修正「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儀器設備管理辦法」內文所提之細則皆修改為要

點。 

        2.將修正「眼動實驗室儀器及空間管理與借用辦法」及「腦波實驗室儀器及空間管

理與借用辦法」皆修正為要點，其內文所提之辦法皆修改為要點。 

        3.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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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心諮系 

案  由：有關修訂「心諮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心諮系 106學年度第 10607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檢附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心諮系 107年 4月 27日第 10607次系務

會議紀錄(提案七)節錄。(附件 p.55-57)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