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4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5日(星期二)下午 13時 

貳、地點：5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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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臨時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

確認 

陸、報告事項： 

一、請大四班代轉知同學務必於 106年 12月 20日前將職場實習成果報告 

書或畢業專題電子檔(PDF)寄至系辦信箱(ecr@my.nthu.edu.tw)。 

二、有關本校足額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執行方案如附件一,p1-2。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為大四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發表日期調整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鑒於 106及 107年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發表日期(第 2學期第 3 

週)皆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衝 

突，故建議更改發表日期為第 2學期第 4週，並自 106學年度第 2 

期開始實施，考試資訊如下：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107學年度秋季班外

國學生申請入學本校

簡章調查表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為本系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是否開設「教育議

題」課程案。 

由闕雅文主任、曾慈慧

老師、趙芝良老師、江

天健老師、黃書偉老師 

共同講授。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為修訂「國立清華大學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合聘辦法」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 為調整系所計畫書案。 照案通過，並送竹師教

育學院審議。 
依決議辦理。 

mailto:ecr@my.nthu.edu.tw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wFrmExamInformation.as

px?menu_id=145&y=2018&sub_menu_id=145 

二、前項如通過，一併修改本系「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課程成 

果發表與評選實施辦法第二條條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 

後全文如附件二,P3-4。 

決議： 

一、職場實習成果報告書或畢業專題電子檔改為第 2學期第 1週前繳 

交。 

二、職場實習或畢業專題發表日改為第 2學期第 9週星期六舉行。 

三、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結果，於每學年第 2學期第 4週前確認第二階 

段口頭發表名單。 

四、一併修改本系「畢業專題」及「職場實習」課程成果發表與評選

實施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提案二 

  案由：為系所調整計畫書是否繼續送件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系業於 106年 11月 20日簽送系所調整計畫書，簽文於 106年 11

月 29日送回本系並裁示建議再作調整。 

二、本次提案為因應前項裁示，決定是否繼續送件？並建議討論事項如

下： 

(一)決議繼續送件，則討論系所調整計畫書修改及分工,如附件 

三,P5-34。 

(二)決議不繼續送件，則討論系所評鑑資料撰寫及分工,如附件 

四，P35-56。 

決議： 

一、由全系教師投票議決。 

二、投票結果如下： 

(一)同意6票；不同意3票。(闕雅文主任未參與投票；現場投票7 

人；通訊投票2人。黃書偉副教授唱票、榮芳杰副教授計票及 

闕雅文主任監票。) 

(二)決議繼續送件。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4時 30分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wFrmExamInformation.aspx?menu_id=145&y=2018&sub_menu_id=145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wFrmExamInformation.aspx?menu_id=145&y=2018&sub_menu_id=145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3次臨時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12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貳、地點：5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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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確認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大四畢業專題及職

場實習發表日期調整

案。 

一、職場實習成果報告 

書或畢業專題電子 

檔改為第 2學期第 

1週前繳交。 

二、職場實習或畢業專 

題發表日改為第 2

學期第 9週星期六

舉行。 

三、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結果，於每學年第 

2學期第 4週前確 

認第二階段口頭發 

表名單。 

四、一併修改本系「畢 

業專題」及「職場 

實習」課程成果發 

表與評選實施辦法 

第二條及第三條條 

文。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為系所調整計畫書是

否繼續送件案。 

一、由全系教師投票議 

決。 

二、投票結果如下： 

(一)同意 6票；不同 

意 3票。 

(二)決議繼續送件。 

依決議辦理。 



陸、報告事項： 

一、請各位老師一同出席本系學生自辦公聽會，時間為 106年 11月 13日 

(三)晚上 7-9時，地點：本校南大校區講堂乙。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為本系大學部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規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為教務處彙整外部專家（包括本校評量專家與校外之高中教 

師）評估本系評量尺規的選才條件提供回饋意見，請各系參考並 

斟酌調整。 

二、檢附專家意見回饋統整資料如附件一,P1-3；環文系審查評量尺規 

回饋意見如附件二,P4-11。 

決議：依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規第二次討論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二 

案由：為 107年 4月 29日(日) 辦理本系系友回娘家經費案，提請討論。 

說明：建議申請經費規劃如下： 

一、一部分做為當日聚餐(中午 12點午餐或下午 2-3點點心時間？)、 

製作邀請卡(含郵資)或系史小卡或小摺頁用。 

二、一部分做為撰寫及搜集系史經費(撰寫費或訪談費)，並擬請江老 

師協助統籌，。 

三、依第二項資料印製系史小冊(含未來發展規劃)，做為參加系友會 

小禮物。 

四、檢附預估經費表如附件三,P12。 

決議：由江天健老師及趙芝良老師協助統籌規劃相關活動。 

 

提案三 

  案由：為確認系所調整計畫書內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為 106年 12月 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決議

繼續送件並修改調整計畫書內容。 

二、檢附修改後系所調整計畫書如附件四,P13-41。 

決議：本案經討論後決議如下： 

一、日間研究所及學士班專業學程名稱，經公開投票並採多數決，決議 

為永續環境治理研究所及環境變遷與資源管理專業學程。 

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名稱依共識決，決議為永續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三、調整計畫書內容依前二項決議修改後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4時 30分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5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2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貳、地點：5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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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臨時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

確認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本系大學部個人申

請審查評量尺規案。 

依個人申請審查評量尺

規第二次討論會議決議

辦理。 

本案已於 106年 12

月 18日回覆教務處， 

回覆資料如附件一 

，p1。  

提案二 為107年4月29日(日) 

辦理本系系友回娘家

經費案。 

由江天健老師及趙芝良

老師協助統籌規劃相關

活動。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為確認系所調整計畫

書內容案。 

一、日間研究所及學士

班專業學程名稱，

經公開投票並採多

數決，決議為永續

環境治理研究所及

環境變遷與資源管

理專業學程。 

二、夜間碩士在職專班

名稱依共識決，決

議為永續發展碩士

在職專班。 

三、調整計畫書內容依

前二項決議修改後

通過。 

本案已於 106年 12

月 18日送院務會議

審議。 



陸、報告事項： 

一、有關本系調整案，業經 106年 12月 20日第 2次竹師教育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 

二、有關前項院務會議附帶決議本系學士班停招，並於 12月 28日提案教務

會議備查，本系擬向竹師教育學院提出對調整案之附帶決議停招本系學

士班的抗議，及對附帶決議停招本系學士班適法性之質疑。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為 107年系所評鑑資料撰寫及分工案，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系所評鑑項目及效標資料如附件二,p2-4。 

決議：依院評鑑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二                                          

案由：為本系 108年度經費編列案，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 108年經費編列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為本系調整至人文社會學院，製作有關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簡 

報工作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建議製作項目及工作分配如下： 

一、外國有名大學相關科系、狀況、特色與本系相似之處及科系的跨領

域整合面向(丁.曾) 

二、三個單位課程地圖繪製。(榮.趙) 

三、永續環境治理融入跨域整合，大家的專長圖及此領域的學理說明。 

(江.鄭.黃)  

四、調整書各項重點。(闕) 

五、整體美編。(榮)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時 30分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4次臨時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月 10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貳、地點：4402研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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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出席：如簽到表  

伍、宣讀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會議紀錄確認 

陸、報告事項： 

一、請各位老師幫忙於 1月 20日前填報 KPI表單，供評鑑召集小組撰寫報

告書，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3W1KGarZn7i3AuonTTZCGErAU

HSk_YkOTuW3yJYWn14/edit#gid=0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為規劃本系於竹師教育學院開設兩個次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院學士班課程討論會議紀錄如附件一,P1-2；兩個次學程課程

(含計畫書撰寫分工)如附件二,P3-5。 

決議：請各位老師依計畫書撰寫分工於 107年 2月 5日送系辦彙整。 

 

提案二 

案由：為本系選擇過渡期模式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師，是否有意將「升

等」與「評量」脫鉤，單就「評量」事宜選擇清華大學模式案，提

請討論。 

說明：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107年系所評鑑資

料撰寫及分工案。 

依院評鑑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辦理。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為本系108年度經費

編列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為本系調整至人文社

會學院，製作有關人

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

簡報工作分配案。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並請於

107年 1月 31日送系

辦彙整。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3W1KGarZn7i3AuonTTZCGErAUHSk_YkOTuW3yJYWn14/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3W1KGarZn7i3AuonTTZCGErAUHSk_YkOTuW3yJYWn14/edit#gid=0


一、本案院相關說明如下： 

(一)前於 106年 1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3次南大校區行政協調會議報

告 106年 1月 3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校級特別學術審查委員會決

議：…2.請學院協助與所屬教師溝通，教師評鑑(量)期漸次調整

趨與校本部制度一致，相關行政程序亦依校本部規範辦理。是故

過渡軌評量制度已與清華軌評量幾近相同。 

(二)為促使評量制度更為單純，且各單位無須同時維護兩套評量制

度，特提請各系所就此議題進行討論。 

(三)本次提案將依各系所彙總意見復提下次院教評會(107年 3月 8日)

討論，如審議通過，再提校特審會審議。 

(四)考量提案期程，本提案將不影響選擇過渡期模式且於 106學年度

接受評量之教師，預計自 107學年度起適用。 

二、檢附評量雙軌辦法如附件三,P6-13。  

決議：經公開投票議決「升等」與「評量」不脫鉤，皆維持雙軌。 

(現場投票6人；通訊投票4人。不脫鉤：8票；無意見：2票。) 

 

提案三 

    案由：票選本系院評鑑工作小組委員，請投票。 

說明：檢附本校竹師教育學院評鑑工作小組第 3次會議紀錄如附件四,P 

14-22。 

決議：趙芝良副教授自願擔任本系院評鑑工作小組委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3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