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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課程小組委員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5年 9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會議地點：教行系 C324會議室 

主持人：梁主任金盛                      記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由一決議：照案通過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學、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續提院

校課程會議審議。惟若須異動請於 3月 29日(二)前通知系辦。  

案由二決議：105學年度第 1學期學、碩、碩專及博士班課程規劃異動案決議：1.照

案通過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整併，名稱為「行政文教專業選修學程」。

2.系專業選修學程科目「教育專題研究」改為「教育行政與管理寫作

II」，核心學程科目「教育行政與管理寫作」改為「教育行政與管理寫

作 I」，學分皆為 2學分，由導師授課，申請為學士班指導類課程，成績

評量方式為 SUI。3.其餘學士班課規異動規劃照案通過，續提院校課程

會議審議。4.碩士、碩專及博士班課規異動部分，照案通過。5.全案 4

月 1-14日完成課規系統編輯後續提院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案由三決議：照案通過碩士、碩專及博士班論文指導類必修科目評分方式變更為「S(通

過)、U(不通過)」案，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四決議：檢核通過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案，無須修正。 

案由五決議：105學年度第 1學期「必修基礎課程之教學評量分數不列入計算」科目

案決議提送「教育統計」。 

案由六決議：105-1兼任教師開課案決議:已徵詢校內專任教師支援授課，教務處課務

組於 105年 3月 23日回覆無專任教師可支援。依規定提送兼任教師員

額申請表，待核可後依核定員額提送系院校三級教評委員會審議。 

案由七決議：照案通過如何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05學年度教師開課一覽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開設科目。 

案由二：討論院基礎「教育行政」授課教師案。 

說  明：陳成宏教授擬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一學期，

院基礎教育行政須一位專任教師協助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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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教育行政請欲支援授課教師於 10月 17日開課系統開放前告知系

辦，若無則由梁金盛主任協助開課。 

 

案由三：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檢核通過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案，無

須修正。  

案由四：有關如何強化實習經驗、建立與學校關係案，請 討論。 

說  明：定期申請校內相關計畫：以公職考試與學校或文教機構參訪為

主。部分科目如媒體與傳播與教育行政等課程融入參訪活動。 

決  議：強化實習方面除建立學校關係強化修習小教學程的學生的實習經

驗外，也加強公務、文教機構合作關係建立，增加非師培生的實

務實習經驗。 

案由五：如何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請討論。 

說  明：1.請｢教育研究法｣課程之授課老師協助宣導。 

2.參加相關單位舉辦或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研究倫理｣進行座談

分享。 

3.落實引導與獨立研究晤談。 

4.鼓勵學生參與學術研討會與發表期刊論文。 

5.參與同儕研究計畫與論文口試。 

6.每年指導本系學生人數仍按往例為原則。 

決  議：照案通過如何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 

  

四、 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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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課程小組委員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6年 3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會議地點：教行系 C324會議室 

主持人：梁主任金盛                      記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由一決議：照案通過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學、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續

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二決議：院基礎「教育行政」授課教師案決議-教育行政請欲支援授課教師於

10月17日開課系統開放前告知系辦，若無則由梁金盛主任協助開課。 

案由三決議：檢核通過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案，無須

修正。 

案由四決議：如何強化實習經驗、建立與學校關係案決議-強化實習方面除建立學

校關係強化修習小教學程的學生的實習經驗外，也加強公務、文教

機構合作關係建立，增加非師培生的實務實習經驗。 

案由五決議：照案通過如何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06-1學期教師開課表如附件。 

決  議：1.學士班開課科目修正通過:教育概論改由吳新傑老師授課。 

2.其餘照案通過，完成開課編輯後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二：討論院基礎「教育心理學」授課教師案。 

說  明：簡梅瑩教授擬於 106 學年度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一學年，院基

礎教育心理學須一位專任教師協助授課。  

決  議：由梁金盛老師支援授課。  

案由三：討論 106學年度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課程規劃異動案。 

說  明：1.課務組預定 3月 27日開放 106學年度課規系統編輯。 

2.依 106.03.15 教務會議報告辦理，學士班課規統一新增重

要事項說明文字-『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畢業前應完

成本校規定之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時數。詳細之考核標準及

認證審核，悉依學務處「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辦

理』。 

3.博士班課規二、重要相關規定中第 5點擬增刪：「本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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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出申請，並經教行系及指導教授同意得跨所、校選修

本校其他博士班（含本班跨組）相關課程至多 3學分。」。 

4.配合教學卓越中心「創新教學與專業學院」計畫，學士班

專業選修學程新增一選修科目「智慧體感創客 DIY」。 

決  議：1.照案通過。 

2.全案 3 月 27 日至 4 月 17 日前完成課規系統編輯後續提院

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案由四：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

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檢核通過，無須修正。 

案由五：有關如何強化實習經驗、建立與學校關係案，請 討論。 

說  明：1.已與東華大學附屬國民小學建立合作關係，加強師資生的

實習經驗。積極尋求和公務、文教機構的合作，提供非師

培生的實務實習場域和經驗。 

2.為強化與學生之連繫及落實實習效果，本案擬規劃六學分

之課程，計需在該實習學校或機構見習、實習及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者始予以認定。 

3.有關學生之輔導，擬由系上每位教師共同負擔此項任務，

每人分擔學生約 4人，每人之授課鐘點則約 0.6小時。 

決  議：擬規劃大三下學期由學生自覓實習場域，本案待下次系務會

議再行討論議決。 

案由六：如何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請討論。 

說  明：1.請｢教育研究法｣課程之授課老師協助宣導。 

2.參加相關單位舉辦或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研究倫理｣進行座

談分享。 

3.落實引導與獨立研究晤談。 

4.鼓勵學生參與學術研討會與發表期刊論文。 

5.參與同儕研究計畫與論文口試。 

6.每年指導本系學生人數仍按往例為原則。 

7.依據 104.12.23 教務處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

議，通過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

要點」及「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處

理原則」修正案辦理；其中有關學術倫理部分的內容除了

要學生自行在線上學習外,如其畢業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

情事,經查明屬實者,其指導教授亦會受到限縮其指導人數

的影響。 

8.為期本系碩、博士生於撰寫學位論文時能夠再次注意學術

倫理規範，已於 105.1.7 系務會議通過本系「碩、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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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檢核表」供做其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

時確認之。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討論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 

說  明：106-1 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議題專

題；系核心必修科目:教育政策與制度、畢業學習成果製作、

教育行政管理與寫作 I、教育統計、公共管理、教育政策論辯。 

決  議：106-1學期提送「教育統計」，「教育行政管理與寫作 I」為學

士班指導類課程本就不計入評量。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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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一百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課程小組委員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6年 10月 12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會議地點：教行系 C324會議室 

主持人：梁主任金盛                      記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由一決議：106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決議: 1.學士

班開課科目修正通過:教育概論改由吳新傑老師授課。2.其餘照案通

過，完成開課編輯後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二決議：院基礎「教育心理學」授課教師案決議:由梁金盛老師支援授課。 

案由三決議：106學年度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課程規劃異動案決議: 1.照案

通過。2.全案 3月 27日至 4月 17日前完成課規系統編輯後續提院

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案由四決議：檢核通過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無須修

正。 

案由五決議：如何強化實習經驗、建立與學校關係案決議:擬規劃大三下學期由學

生自覓實習場域，本案待下次系務會議再行討論議決。 

案由六決議：照案通過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 

案由七決議：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決議提送「教育統計」。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課務組預定 10月 24-30日開放 106-2開課課程表管理系統

編輯。 

 2.請各師協助學士班選修課程開課，104 級學生(大三)目前行

政人員選修學程尚缺 2科，文教經營選修學程尚缺 4科。105

級學生(大二)目前只開課 3科選修科目，尚缺 8科。 

3.請老師儘量以自己規畫的科目(課規內)為優先考量開課。 

4.106-2教師開課科目表如附件一。 

決  議：1.照案通過開課案，續提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2.擬於 107 學年度課規新增師資培育課程「生涯規劃與職前

教育」/2學分，為本系師資生必選修科目。  

 

案由二：討論學士班課程規劃認同採計科目修訂案。 

說  明：因本系學士班選修學程於 105 學年度修訂為一個學程，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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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本系現行之認同採計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陳核院長後公告。 

 

案由三：討論學士班師資生修習「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認同採計

案。 

說  明：1.本系師資生皆須修習教育學院開設「支援教育行政與管理

學系-學士班」之「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 

2.擬增列符合以下條件者-(1)曾修習師培中心開設給本系

的「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未通過學生；(2)曾參與本系執

行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偏鄉弱勢學生關懷輔導服

務計畫」營隊活動達 3次學生，可認同採計花師教育學院

他系或師培專班開設的「國民小學教學實習」修習通過學

分。 

決  議：照案通過，公告本系師資生週知。  

案由四：討論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 

說  明：106-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經典研讀、教育行政、學習評量；

系核心必修科目:教育政策與制度、電腦在教育上的應用、公

共管理、教育研究法、組織行為。 

決  議：106學年度第 2學期不提報不計入科目。 

 

案由五：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

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檢核通過，無須修正。  

 

案由六：如何強化研究生寫作學術倫理規範案，請討論。 

說  明：1.請｢教育研究法｣課程之授課老師協助宣導。 

2.參加相關單位舉辦或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研究倫理｣進行座

談分享。 

3.落實引導與獨立研究晤談。 

4.鼓勵學生參與學術研討會與發表期刊論文。 

5.參與同儕研究計畫與論文口試。 

6.每年指導本系學生人數仍按往例為原則。 

7.依據 104.12.23 教務處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

議，通過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

要點」及「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抄襲或舞弊處

理原則」修正案辦理；其中有關學術倫理部分的內容除了

要學生自行在線上學習外,如其畢業論文有違反學術倫理

情事,經查明屬實者,其指導教授亦會受到限縮其指導人數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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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為期本系碩、博士生於撰寫學位論文時能夠再次注意學術

倫理規範，已於 105.1.7 系務會議通過本系「碩、博士生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檢核表」供做其提出學位論文考試申請

時確認之。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臨時案由：討論建議修訂中等教育學程「公民與社會科專門課程科目」

案。 

說    明：1.鑑於其他學校的必備課程 B區皆是 8選 5，東華大學為 6

選 5，恐造成學生修課困難，因此建議比照台師大及彰師

大之課程表增加「政黨與選舉」、「倫理學」等兩門課程 

2.選備課程亦建議參考台師大及彰師大之科目增加「台灣

文化」、「社會科學概論」、「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等課

程，給予公民科師培生更多選擇，另外高中公民領域第

一冊有一個完整章節討論媒體素養，也是高中公民課程

的核心之一，因此建議在選備課程增加「媒體與傳播」。

歷史必備課程中遺漏「中國史」，其佔高中歷史課本約

40-50%的篇幅，亦建議增加。 

3.考量修習中等教育學程學生愈趨多元化，建請修訂原現

行 103學年度教育部核定之本校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

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4.現行及建議修訂之中等學校「公民與社會科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如附件三。台師大及彰師大專門科目

及學分一覽表如附件四、五。 

決    議：照案通過，續提院相關會議審議。 

五、散會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一百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課程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年 4月 12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會議地點：教行系 C324會議室 

主持人：梁主任金盛                      記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課務組預定 4 月 12-20 日開放 107-1 開課課程表管理系統

編輯。 

2.除支援休假教師開設的科目外，請老師儘量以自己規畫的

科目(課規內)為優先考量開課。 

3.國民小學教學專業學程科目「班級經營」須徵詢教師支援

授課，開課年級為教行三。 

4.107-1教師開課科目表如附件。 

決  議：增開學士班國民小學專業學程科目「班級經營」/教行三/星期三 5.6節；

服務學習(二)時間改為星期二 11.12節，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討論 107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異動案。 

說  明：1.課務組於 3 月 30 日至 4 月 11 日開放 107 學年度課規系統

編輯。 

2.學士班行政文教專業選修學程擬新增兩門科目:「教育新理

念之形成與實踐」/2 學分、「生涯規劃與職業教育訓練」/2

學分。  

決  議：教育行政管理與寫作(二)由專業選修學程改至核心必修學程/2學分/三 

下開課，由導師授課，評量方式為 SUI，其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

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 檢核相符，無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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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討論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 

說  明：107-1 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議題專

題；系核心必修科目:教育政策與制度、畢業學習成果製作、

教育行政管理與寫作 I、教育統計、公共管理、教育政策論辯、

教育研究法、應用英文。 

決   議: 提送教育統計。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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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課程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年 10月 4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會議地點：教行系 C324會議室 

主持人：梁主任金盛                      記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碩士、碩專班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課務組預定 10月 15-19日開放 107-2開課課程表管理系統編輯。 

 2.請各師協助學士班選修課程開課，105級學生(大三)目前行政文教選修

學程尚缺 5-6科。 

 3.請老師儘量以自己規畫的科目(課規內)為優先考量開課。 

 4.107-2教師開課科目表如附件。 

決  議：教育行政(體育一)由蘇鈺楠老師協助開課，教育行政(特教一)因陳成宏

老師休假研究，徵詢願意協助授課教師。其餘照案通過 107-2 課程開設

案。 

 

案由二：討論學士班課程規劃認同採計科目修訂案。 

說  明：本系學士班選修學程於 105 學年度修訂為一個學程，擬新增認同採計科

目:通識中心開設之「邏輯與思考」(對應本系「思維訓練與問題解決」)。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案，修改本系認同採計對照並公告學生週知。 

 

案由三：討論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 

說  明：107-2 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經典研讀、教育行政、學習評量；系核心必

修科目:教育研究法、組織行為、應用英文、教育法規。 

決  議：提送應用英文。 

 

案由四：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檢核相符，無須修訂。 

 

案由五：討論有關院基礎科目學分異動案。 

說  明：建議「教育哲學」由原本 2學分調整為 3學分。 

決  議：部分原則通過，續提院課程會議審議。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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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課程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年 4月 3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0分 

會議地點：教行系 C324會議室 

主持人：梁主任金盛                      紀錄：蔣慧姝(碩博) 

                                              連梅秀(學士) 

出席人員：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一、 主持人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討論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碩士、碩專及博士班開課案。  

說  明：1.課務組預定 4月 1-12日開放 108-1開課課程表管理系統編輯。 

2.108-1教師開課科目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依限期完成開課系統編輯送院校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二：討論 108學年度學、碩、碩專及博士班課程規劃異動案。 

說  明：1.依據教務處 108 年 3 月 6 日東教字第 1080003919 號書函有關 108

學年度課規系統開放編輯，擬請各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2.學士班課規異動： 

  (1)學士班依教務處和通識中心要求於重要事項加註說明如下- 

英語修課及免修規定：本系學生除修畢通識英語必修 6 學分

外，尚需通過語言中心規定之英語能力

檢測，並持成績證明至語言中心登錄，

始達本校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學生符合

英語免修條件者，得申請免修；審核通

過免修者，授予 6學分並計入畢業學分

數內。申請方式依本校「學士班校核心

英語必修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公告為

準。 

服務學習:限修本系開設之課程。 

              (2)依前次系務會議決議修訂之學士班課程規畫表詳如附件二。 

3.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課規異動： 

(1)依據教務處書函擬請各單位簡化研究所論文指導類課程，擬將

碩士、碩士在職專及博士班之「引導研究(一)、 (二)、(三)、

(四)」及「論文研究(一)、(二)」等課程刪除；各班增列「引
導研究」及「論文研究」單一科目 

(2)四、重要相關規定中碩士、碩士在職專班增列：「引導研究」
畢業時至多採計 2 次 2 學分、「論文研究」畢業時至多採計 2
次 2 學分，多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數；博士班增列：「引導
研究」畢業時至多採計 4 次 4 學分、「論文研究」畢業時至多
採計 2次 2學分，多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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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各班別課程規劃異動，依限期完成課規系統編輯，續提院校

課程會議審議。 

案由三：有關系所教育目標、專業核心能力是否符合系所發展，請 審議。 

說  明：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查覈。 

決  議：檢核相符，無須修訂。 

案由四：討論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評量不計入科目案。 

說  明：108-1 院基礎必修科目: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議題專題；系

核心必修科目:學校行政、畢業學習成果製作、教育行政管理與寫作

I、教育統計、公共管理、教育政策論辯。 

決  議：提送教育統計。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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