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1月 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貳、地點：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闕主任雅文                                   記錄：朱靜脩                                                    

肆、出席：如簽到表  

伍、宣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系務會議、第 1 及 2 次臨時系務會議(通訊投

票)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確認 

一、第 2 次系務會議：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新訂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畢業專題實施要點案 

。 

一、 第一點修改為畢業

專題之操作，以個人

或小組（至多 3人）

為操作單位。 

二、 第四點修改為學生

須於每學年下學期 3

月 30 日前，完成畢

業專題指導教授與

專題題目申請。 

三、 其餘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為修訂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畢業專題」及「職

場實習」課程成果發

表與評選實施辦法案 

。 

一、 第二、三條開課第 3

學期，改為修習第 3

學期。 

二、 其餘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為本系教師進修及教

授休假研究原則案。 

一、擬請各位老師於 107

年 9 月 28 日前回覆

申請教師進修及休

假預訂十年時間表。 

二、系辦參考案附各系所

教師進修及休假，擬

訂本系原則後，再提

下次會議討論。 

依決議辦理。 

 



 

二、第 1 次臨時系務會議(通訊投票) 

 

三、第 2 次臨時系務會議(通訊投票) 

提案四  為 108學年度竹師教

育學院學士班乙組

(永續發展教育組)

「個人申請」及「繁

星推薦」簡章校系分

則調查表資料。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五 為確認永續發展教育

學程計畫書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六 為本系 108學年度學

士班停招案，研擬學

生輔導相關事宜案。 

請各班共同協調全系同

學可參加說明會時間

(至少 2個時間以上)，

再通知系辦提供教師們

擇定時間辦理。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七 擬為 109學年度本系

社區與社會學習領域

碩士在職專班入學招

生，增訂在職生報考

之限制條件案。 

俟 9月 20日人社院院務

會議決議後再定案。 
依決議辦理。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擬為 109學年度本系

社區與社會學習領域

碩士在職專班入學招

生，是否增訂在職生

報考之限制條件案。 

應投票數 9 票，回收票

數 9 票，投票結果如下： 

一、同意 6票，不同意 3 

票。本項投票通

過，進行第二項投

票。 

二、10 年 6 票，15 年 3

票。本項投票通過

10年工作經驗。 

依決議辦理。 
 



陸、報告事項： 

一、擬請各班於本次會議確認針對本系 108學年度學士班停招案，召開說明

會舉辦時間。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為本系107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開設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 

過。 

二、檢附107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開設相關資料如附件一,P1-15。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委員會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為本系永續發展教育學程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 

過，決議如下： 

(一)新增永續發展專題 3學分 3小時必修課程，必修學分改為 12

學分；選修學分改為 18學分。 

(二)自由選修「宗教與文化」課程名稱改為「宗教文化與永續發展」。 

(三)其餘照案通過。 

二、檢附永續發展教育學程計畫書如附件二,P16-27。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竹師教育學院英文

名稱投票案。 

應投票數 9票，回收票

數 8票，投票結果如下： 

一、College of 

Education：5票。 

二、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s：3票。 

決議建議竹師教育學院

英文名稱為 College of 

Education。 

依決議辦理。 
 



擬辦：通過後，送院學士班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張瑋琦老師  

 案由：為新增 107學年度學士班選修「文化資源導論」3學分 3小時課程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 

過。 

二、文化資源導論爲文化創新發展之重要課程，故擬新增此課程。 

     三、檢附新增課程說明及課程大綱如附件三,P28-30。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為本系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 

過。 

二、檢附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資料如附件四,P31-38 

。 

擬辦：通過後，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107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如下： 

一、服務學習課程-都市公園/社區綠地環境教育實作：由曾慈慧老師開

設 1單位(10小時)。 

二、服務學習課程-環境教育與環境規劃實作學習：由黃書偉老師開設 2

單位(20小時)。  

 

提案五  

案由：為本系教師進修及教授休假研究原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依 107年 7月 30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教評會決議

辦理。 

二、檢附本校教師進修及休假研究辦法如附件五,P39-41；各系自訂教

師進修及休假辦法如附件六,P42-43；申請教師進修及休假預訂時

間表如附件七,P44；本系教師申請進修及休假研究原則草案如附



件八,P45。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  

案由：為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乙組(永續發展教育組)授與學士學位名稱

案，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大學各系所(組)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如附件九,P 

46-85。 

決議：理學學士。 

 

提案七                                         

案由：為推薦本系傑出導師獎候選人1名及推選資深導師1名擔任審議委 

員會委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竹師教育學院通知院推選方式為各單位得推薦傑出導師獎候選人 

1名，所推薦之傑出導師獎候選人需於審議當日向審議委員會進行 

5分鐘簡報。 

二、討論傑出導師獎候選人及審議委員會委員如何推選？ 

三、檢附本校傑出導師獎設置辦法及候選人資料表如附件十,P86-87。 

決議： 

一、 傑出導師獎候選人：闕雅文主任。 

二、 審議委員會委員：鄭國泰老師。 

 

提案八                                       提案人：張瑋琦老師 

案由：為合聘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王俊秀教授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王教授為社會學之環境正義領域知名教授，本系自易重珍老師退休

後，社會學領域教授從缺，且環境正義為環境教育之重要理論，因

應本系轉型為永續發展教育學程之需，乃提請增聘王俊秀教授為本

系合聘教師。 

二、依本系合聘辦法第四條規定，「校內合聘教師聘任：一、合聘教師

申請，由本系教師推薦至系務會議討論，並經系務會議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再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投票議決。二、合聘教

師聘期一次以三年為原則，得續聘之。」。 

三、檢附本系合聘辦法如附件十一,P88。 

擬辦：通過後，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合聘期間自 108年 8月 1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提案九 

案由：為本系所及校簡介及課程地圖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通 

過系所簡介及課程地圖，決議如下： 

(一)趙芝良老師負責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永續發展組簡介及課程

地圖。 

(二)榮芳杰老師負責環文系碩士班簡介與課程地圖及最後美編排

版。 

(三)黃書偉老師負責社區與社會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班簡介及課

程地圖。 

(四)鄭國泰老師彙整英文版簡介內容。 

二、本校簡介有關本系部分經詢教務處環文系版面部分可保留，並於學

士班內容中說明 108學年度改為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乙組(永續發

展教育組)招生，詳細說明則放在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版面，此次

會議一併討論。 

三、檢附修改後系所簡介如附件十二,P89-90；校簡介如附件十三,P91- 

93；各班課程地圖如附件十四,P94-98。 

決議：修正後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