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106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5月 15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貳、地點：環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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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 

討論事項 提案內容 決議情形 辦理情形 

提案一 為107學年度新增學

士班大一/上必修3學

分3小時「行政學」課

程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提送校課

課程委員會核備中。 

提案二 為本系 107 學年度學

士班必修與選修課

程、第一與第二專長

學程課程、輔系與雙

主修課程規劃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提送校課

課程委員會核備中。 

提案三 為本系 107 學年度環

文碩班必修與選修課

程規劃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提送校課

課程委員會核備中。 

提案四 為 107 學年度新增社

專班碩二/上選修 3

學分 3 小時「環境教

育理論與實踐」課程

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 

提案五 為本系 107 學年度社

專班必修與選修課程

規劃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提送校課

課程委員會核備中。 

提案六 為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開設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 

提案七 為合聘本校人文社會

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張

瑋琦副教授案。 

一、照案通過。 

二、合聘期間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7月 31日止。 

1.本案業經 107 年 5

月 1日 106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3次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過。 

2.決議如下： 

(1)照案通過，合聘

期間自 107年 8

月 1日起至 110

年 7月 31日止 

。 

(2)若日後本系組

織異動，則本案

另議。 

提案八 為 107 學年度入學新

生服務學習課程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 

提案九 為調整 105至 107學

年度入學學生職場實

習課程案。 

一、刪除105至107學年

度入學「職場實習」

3學分3小時課程。 
二、「畢業專題」3學分

3 小時課程之操

作，以個人或小組

(3 人為限)為操作

單位。 

三、105學年度「畢業專

題」開課學期維持

大三/下、大四/上

及大四/下，大三/

上申請指導教授；

106及107學年度開

課學期修改為大三 

本案業經 107年 4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

員會通過；提送校課

課程委員會核備中。 



 

陸、報告事項： 

  一、截至 5月 15日大三職場實習學生處理情形如附件一,P1-7，尚有部分同

學未完成相關事宜(繳交實習計畫書、確認合約書內容及發文)，擬請指

導教授幫忙通知。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大二/陳怡均同學 

    案由：為「畢業專題」開課學期調整為大三/上、大三/下及大四/上，大二/

下申請指導教授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畢業專題」開課學期是否提早此事決定前，班級並未完全了解此

事。 

二、因資訊不對等，錯失決定是否提前的時機。 

三、經過老師講解了解後，全班 45人進行投票，29 票同意；5 票反對；

10票沒意見；1人未聯絡上。多數同學希望提早「畢業專題」開課

學期至大三/上，並表示希望可以提早畢業做職場規劃。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於 107年 6月 8日前完成指導教授申請。 

 

提案二 

案由：為 108學年度環文碩士班推甄及考試入學招生名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8 學年度環文碩士班招生名額 17 名。 

二、107 學年度環文碩士班招生名額 12 名，推甄名額 7 名，報名 5 名 

；考試入學名額 7 名(原 5 名，回流 2名)報名 15 名。 

三、檢附 108學年度招生名額調查表如附件二,P8。 

        決議：招生名額 17 名，則推甄名額 10 名；考試入學名額 7 名。 

 

提案三                                     

    案由：為 108學年度學士班各管道招生名額案，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 107學年度招生名額資料如附件三,P9。 

決議：考試分發 9名；繁星推薦 5名；個人申請 21名。 

 

  /上、大三/下及大

四/上，大二/下申

請指導教授。 

 



提案四 

案由：為大四畢業專題暨職場實習公開發表事宜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案擬建議討論事項如下： 

一、討論務必參與發表會學生年級。 

 二、討論發表會安排時間。 

三、討論公開發表審核機制。 

決議： 

一、大三及大四務必出席發表會；大一及大二採自由參加並作為專業學

習活動認證項目與大三申請指導教授時參與相關活動證明。 
二、發表會時間安排於非假日期間。 

三、公開發表結果由出席教師審核。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