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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9月 13日（星期三）中午 12：00 

貳、 主席：林紀慧院長                                            

參、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委員共 31人；出席 24人；請假 7人，列席人員 3人）                                            

肆、 報告事項： 

一、 有關合校後教師轉換單位之時程，依據 106年 5月 23日 106年度第 9次兩校區協調整

合會議紀錄決議：「本(106)年年底前，教師有雙方合意之轉換單位情形者，尊重接受單

位採用之合適方式，完成轉換程序。」 

二、 竹師教育學院網站已更新，惠請各系所更新所屬網頁並充實相關文宣、DM等內容。 

三、 關於人社中心補助之研究生助學金申請案，共計 24件申請案，業於 9月 11日分配完

畢。 

四、 2017第八屆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 11月 24日至 25日辦理，徵稿至 9月 29日

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踴躍投稿及參與。 

五、 本學期將辦理多場教師增能演講及工作坊，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報名參加。 

日期/時間 題目 講者 

106年 9月 21日 

12:00至 15:00 

研究能量提升 Tea Time：EEG/ERP 

在教育研究的應用 

程冠豪研究專員 

106年 9月 26日 

10:30至 12:00 

正是人社有情天：如何善用科技部的

研究資源與補助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發展司司長洪世章 

106年 10月 11日 

13:30至 16:30 

眼動研究學術交流 Tea Time： 

研究議題交流與討論、研究結果分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

社會科學學院陳振宇教授 

 

106年 10月 20日 

9:00至 17:00 

2017 當功能性磁振造影與腦波相

遇：理論與實作工作坊 

詹雨臻老師主持 

萬芳醫院李家偉博士 

Robert Liao 

106年 10月 31日 

14:00開始 

未訂 科技部科教發展及國際合

作司司長周世傑 

六、 本院將於 9月 21日晚上 6:30-7:30辦理大學生科普講座，題目為「大腦如何認識臉」，

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報名。 

七、 惠請推薦教學優良教師 1至 2名及審查委員 1名。 

1. 依據本校教學獎勵補助辦法及教務處 106年 9月 8日電子郵件辦理。 

2. 本院今(106)年度共可推薦 7名教學優良教師，每名教師可獲獎勵點數 10點(約 5萬

元)。 

3. 院內推選方式：各教學單位得推薦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 1名，如專任教師人數達

15人以上，得推薦 2名，所推薦之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需於審議當日向審議委員

會進行 5分鐘簡報。 

4. 請各教學單位於 106年 9月 27日(三)前檢送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具體事實及相關資

料(PDF檔)1份，並推選審議委員會委員 1名至院。 

5. 審議指標包括：(1)教學意見分數，(2)具體教學創新作為，(3)獲同儕肯定。 

八、 深耕計畫計於 11月底繳交全文至教育部，近期將依校本部所訂架構，彙總各單位計畫

http://ec.web.nth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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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後，送各單位過目確認。 

九、 敬請各系所規劃辦理系所特色行銷事宜。 

十、 各系所如有特色課程，敬請提供予學院置於學院網頁推廣介紹。 

十一、 各單位系所評鑑原於 107年 12月期滿，因合校之故，延長至 108年 12月。惠請各

系所準備相關評鑑事宜，並同評估是否另具外部評估需求，是否有相關認證對學生

未來就業較有保障。 

十二、 敬請各系所於聘任助理或工讀生時，優先聘用身心障礙同仁，如聘用人數不足，將

需由單位自行支付身心障礙不足額之差額補助費。 

十三、 敬請各系所提醒所屬約聘同仁於期限內修畢相關休假，如因故無法修畢致衍生支付

加班費之需求，需求單位經費自行支應。 

十四、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USR計劃徵件中，請有意願提出計畫者請告知。 

十五、 環境教育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5) 

十六、 性/別教育發展中心工作報告。(附件 p.7)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關於本院擬成立「教育與心智科學研究中心」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要點」辦理。 

二、依據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一項：「如為系或院層級，其設置計畫書須

提送系、院(會)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核備。」。 

三、本中心現階段擬購置之軟硬體設備與空間裝潢相關費用，已由第 51 次校務基金發展

委員會核定，現已開始進行採購。 

四、本研究中心為本校非編制內中心，成立後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五、依據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八點：「...涉及本院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之設立、

變更、裁撤、停辦，需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六、檢附中心設置要點草案(附件 p.8)及設置計畫書 (附件 p.10)。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送研究發展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核備。 

決  議：本案經現場委員 23人投票，23人全數同意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關於本院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華德福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 年度「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計畫

辦理。 

二、本案與德國斯圖加特自由大學及漢堡華德福師訓學院兩校合辦，為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核准後立即招生，預定於 2018年暑期開課。 

三、依據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第八點：「...涉及本院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之設立、

變更、裁撤、停辦，需有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 

四、檢附開班計畫書(附件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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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報部。 

決  議：本案經現場委員 22人投票，22人全數同意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學術及教學發展補助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院為鼓勵教師(含專任研究人員)學術及教學發展，增進國際學術合作交流，提高研究

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檢附要點草案全文及逐條說明(附件 p. 42)。 

擬  辦：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提案四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為新訂 106學年度本校「學前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修讀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學學位學程由本院以「院」為單位之招生在職學位學程，並由幼兒教育學系及特殊

教育學系教師支援開課及擔任導師。 

二、 彙整本學位學程研究生之修讀規定後擬定本要點。 

三、 檢附要點草案全文及逐條說明(附件 p.48)。 

擬  辦：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論文計畫發表要點」及「竹師教育學院論文學位考試要點」，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要點皆為竹師教育學院以「院」為招生窗口入學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適

用。 

二、 檢附「論文計畫發表要點」草案全文及逐條說明(附件 p.59)、「論文學位考試要點」草

案全文及逐條說明(附件 p.68)。 

擬  辦：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竹師教育學院 

案  由：為新訂本校「竹師教育學院院招生之各班導師制度實施細則」，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細則適用於本院為招生窗口之各班，全文及逐條說明如附件 4。 

二、 檢附實施細則草案全文及逐條說明(附件 p.76)。 

擬  辦：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1.修正為「竹師教育學院院招生之各班導師制度實施要點」。 

2.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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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心諮系 

案  由：為新訂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系主任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心諮系 106年 4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105N04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 檢附辦法草案全文及逐條說明(附件 p.82)、106年 4月 28日心諮系 105學年度第 105N04

次系務會議節錄。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體育系 

案  由：為修正本校「體育學系主任遴選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法規第五條原條文規定教師代表由本系編制內專任教師（含合聘教師）投票產生，但

竹師教育學院規定由系（所）務會議推薦產生，似有出入，擬請再審酌。 

二、檢附辦法修正後全文及修正對照表(附件 p.89)、106年 6月 16日體育系 105學年度第 3

次臨時系務會議。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科系 

案  由：為辦理教科系研究生 106年暑期赴德國斯圖加特自由大學出國進修研習改革教育專題

研究之學分採計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已經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出國修習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三、 檢附 106年暑期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出國修課計畫書(附件 p.93)、106

年 9月 12 教科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擬  辦：本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