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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5月 26日（星期二）下午 2點 0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 2樓 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李安明  院長                                   紀錄：許禕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應到 21人，實到 15人，缺席或請假者 6人） 

伍、上次會議提案處理情形： 
 

(104.3.24 )1031第 1次院務會議 

案由 會議決議 處理情形 

提案一 

關於體育系擬定本校績優生學

分補修及補救教學實施要點乙

案。 

文字修正後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審

議。 

已提 1040511本校 103

第 6次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 

提案二 

關於修訂「本校教育學院系所

學術發展及研究成果獎勵要

點」乙案。 

1. 增訂第三級教學評比項目(教學成

果發表審查獲通過者。)。 

2.委員建議：研究所較注重學術研

究，而學系的發展是教學與研究並

重，將兩者一起評比不公平，建議學

校將校內的研究所共同評比，其他學

系按院分別評比。 

待提本校 103-4學術發

展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有關本院增設教育發展產業專

業學院-人力資源管理課程，並

訂定「本校教育發展產業專業

學院課程實施要點」及其相關

表件乙案。 

照案通過，提請校課發及教務會議審

議。 

已提 1040511本校 103

第 6次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公告於本院網站。 

提案四 

有關本院修訂「本校教育學院

課程編碼原則」乙案。 

照案通過。 * 

提案五 

有關本院修訂「外語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乙案。 

照案通過，提請校課發及教務會議審

議。 

已提 1040511本校 103

第 6次教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公告於本院網站。 

提案六 

有關本院各系所 103年系所學

術發展及研究成果獎勵審查乙

案。  

照案通過，提學術發展委員會報告，

並分配其績效獎勵 

已按決議分配其績效獎

勵，本案待提本校 103-4

學術發展委員會報告。 

提案七 

關於全國教育學院聯誼辦理模

式乙案。 

建議主題：1.文教產業/課程交流分享  

2.學院課程分享，其他若有相關建議

會後請踴躍告知院辦。 

六月份將調查各校可與

會時間，如各位老師有其

他意見歡迎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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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告事項 

    一、 本院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會議時間如下，請各位委員務必先空出時間與會。並請各系所排

定系(所)會議時間請注意不要衝突。 

 

 

 

 

 

 

 

 

 

三、 「2015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課程、教學與產學合作」(2015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ICEI)將

於 11月 27日、28日(星期五、六)辦理，請各位先空出時間與會，並鼓勵校內外師生共

同參與及投稿，各系所對於辦理方式有任何想法請告知系上研討會負責教師或院辦。 

1.目前規劃辦理活動：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單位 

專題演講 
竹教大(美國 or 泰國) 

清大(日本) 
清大學科所及本校各邀請乙位 

論壇 

性別教育論壇 性別教育研究中心丁雪茵主任 

地方教育發展論壇 台灣地方教育發展學會 

文化與學習論壇 清大學科所黃囇莉教授 

師培中心(名稱未定) 清大師培中心呂秀蓮老師 

工作坊 

華德福 華德福教育中心成虹飛主任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中心孟瑛如主任 

創新內功 1+3 工作坊 心諮系朱惠瓊老師 

幼兒藝術 幼教系劉淑英老師 

2.暫訂徵稿議題： 

領域別 中文議題 英文議題 

創新議題 
(Innovative Issue)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教育與學習科技領
域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國民小學生活領域學習領域創新教材教法研究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創新教材教法研究  

國民小學各學習領域創新教材教法研究 
 

 科技領導與學習領導 Technology Leadership & Learning Leadership 

教師領導與專業發展 Instructive Leadership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創新課程與教學 Innovativ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學院會議時間 

日期 院級會議 預訂時間 對應校級會議時間 例行討論案件 

9/22(二) 
院教評 12:00-14:00 10/18校教評 

著作外審小組委員選舉、
1041 教師增聘、1032 升等
綜合審查 

院務 14:00-15:00  院級中心業務報告 

10/6(二) 院課發 12:00-13:00 10/19校課發 
修訂本院學分學程辦法 

11/10(二) 院教評 12:00-13:00  

核定 103 教師評鑑名單及
免評鑑名單、檢視評鑑表
單是否修訂、訂定下學期
會議時間 

12/8(二) 院課發 12:00-13:00 12/14校課發 

 

12/22(二) 

院教評 12:00-14:00 1/7校教評 
1041 升等初審(教學服務
成績)、1042 兼任教師聘任 

院務 14:00-15:00  
院級中心業務報告、檢視
系所學術獎勵要點是否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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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科技與教育 Learning Technology & Education 

教育政策發展 Educational Policy Development 

 教學領導與特色學校 Teaching Leadership &Featured School 

學校創新經營 Innovative School Management 

正向領導與管理 Positive Leadership & Management 

新世代的學習與科技議題 Learning Technologyin New Generation 

幼兒教育領域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因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之幼教
課程與教學創新 

Innovational Instructionand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according to“Preschool Educare 
Activity and Curriculum Temporary Guidance 

幼教產業經營、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之創新 
Innova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talent fostering,and Industry-academic 
Cooperation 

其他幼兒發展與教育相關議題 
Other related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特殊教育領域 
(Special Education) 

十二年國教中特殊教育新課綱實務議題 Practical Issues of New Curriculum for Special 
Education in Twelve-year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 

心理諮商領域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心理諮商課程與教學創新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Curriculum and 
Innovational Instruction 

工商心理發展與產業創新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其他心理諮商與工商教育創新相關議題 
Otherrelated issues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 
Innovational IndustrialEducation 

體育領域 
(Sports) 運動健康與休閒相關議題 Sports, Health and Leisure 

人力資源管理領域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資源與創新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novation 

地方教育發展領域   

師資培育領域   

其他(Other) 其他 Other 

三、 關於本院各系所研究法課程共開乙案，其原釋出的學分數可保留於系所，讓系所能夠開設更

多創新及特色課程。本院將於5/28召集各系所相關課程開課教師及主管討論是否於104學年

度第1學期將課程改由學院共同開設。各位老師如有相關意見歡迎提前告知。 

研究法課程願意釋出系所： 

「量的研究」 教科系 幼教系 特教系 科技所 

「質的研究」 教科系 幼教系 科技所 X 

四、 華德福中心業務報告。(附件 p.A) 

五、 性別教育研究中心業務報告。(附件 p.B) 

柒、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 由：關於本院擬於 104學年度辦理研究生增能活動乙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院歷年辦理研究生增能活動(論文寫作工作坊)如下： 

辦理時間 活動名稱 日期 

102學年度第 2學期 【論文寫作工作坊】-論文寫作格式 10/16、12/21 

103學年度第 1學期 【論文寫作工作坊】-質性分析軟體介紹及應用 5/3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論文寫作工作坊】-教育統計分析軟體介紹與應用 11/15 

二、 依據 103.9.16本院 1031-1院務會議決議，院辦每年會定期調查研究生在校學習情況，再依

據調查結果排定優先順序規劃相關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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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本院今年 3月中旬對本院各系所研究生做問卷調查結果如下表： 

一、在研究生涯中，目前遇到的困難(課業、論文或是工作、家庭等)  

1.論文撰寫、論文題目   

2.工作與課業、課業與家庭   

3.時間控管問題 

二、 在研究/學習上覺得自己最弱的部分？ 三、我希望教育學院能夠辦理的活動？ 

排序 困難 百分比 

1 統計分析軟體應用 48.10% 

2 論文格式 APA 46.60% 

3 統計分析軟體技巧 43.60% 

4 質性分析軟體應用 41.40% 

5 論文檢索 39.80% 

6 英文寫作 32.30% 

7 時間管理 18% 

8 上台報告技巧 16.50% 

9 文書處理 WORD 技巧 14.30% 

10 簡報技巧 11.30% 

11 其他 3.80% 
 

排序 困難 百分比 

1 工作坊 55.60% 

2 學長姐經驗分享 42.10% 

3 演講 35.30% 

4 論文發表會 33.10% 

5 交流參訪 24.80% 

6 研究生舒壓 24% 

7 讀書會 9.00% 

8 其他 8.30% 
 

四、希望辦理的活動主題 

1.工作坊 

論文寫作技巧、量與質性軟體、質性分析相關、心理劇、園藝治療、輔導、繪畫治療、

藝術治療、相關諮商學術研討、論文資料、EndNote、心理劇、催眠(訓練)、特教相關

主題、牌卡運用、EFT、容體、婚家。 

2.演講 

演講人為外籍或外校相關人士(葉丙成、嚴長壽、洪蘭、褚士瑩…等)、論文題目形成、

增進教學策略及技巧實務、職場經驗、相關諮商學術研討、時間管理、教育創新/高中

職教職改革因應。 

3.學長姐經驗分享 

論文量與質寫作技巧、論文寫作的心路歷程(前導性研究如何進行)、實習經驗分享、問

卷流程寄交事項與議題、讀博經歷。 

擬 辦：會議通過後依決議規畫辦理。 

決 議：1. 104學年度先依往例開設論文寫作工作坊。 

       2. 105學年度開始因應研究法課程將由學院共同開設，將會搭配開設進階課程工作坊。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