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教務會議紀錄

期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
開會日期：95 年 3 月 1 日
開會地點：綜合教育大樓 多功能教室
94-2 期初教務會議紀錄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初教務會議 紀錄
時間：九十五年三月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卅分至五時三十五分
地點：綜合教育大樓地下室多功能教室
主席：黃教務長鴻博
紀錄：王秀美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報告：
一、 已達法定人數，宣佈開會。
二、 今天主要係討論本校 95 學年度課程，首先恭請校長指導。
貳、 校長指導：
一、 系所評鑑今年要實施，最新資料於上星期大學校長會議時評鑑中心
已提供，相關資料也已送各系所參閱，預定下週二（3/7）召開會
議交換意見。
二、 本校已改制教育大學，大學博覽會應如何宣傳，學校簡介應如何編
印等，於下週二開會一併討論。
三、 系所評鑑結果公布之後，假設評鑑成績是不好的，對學校的負面影
響一定會有。有些系所假如是以自我為中心，不管研訂課程或作
法，都是自己覺得怎麼做就怎麼做，從不思索何為合理的話，如外
部評鑑不認可這些作法，那麼外部評鑑是刺激做一些調整的必要措
施。這是本校需重視的事。
四、 與中興整併發展案，聴到很多聲音認為校長沒有站在學校的立場特
別去據理力爭。其實很多重要會議教務長及主秘也都有參加，可以
了解在那樣的會議中，我們有沒有辦法退席抗議或如何，因我們是
下屬學校，經費也是教育部補助的，除非我們不需部裡經費可以獨
立發展。在會議討論中有折衷、有協調，教育部還算民主，最後還
是需校務會議表決通過才能合併的。三月中下旬將針對職工、教
師、學生及假日各辦一場公聴會，5 月教育部希望我們跟中興的校
務會議代表辦一場，屆時部長會參加，所有意見可在公聴會上當場
提出。校友會在過年後的大會中表決結果是反對併校，也邀請各學
院教師於明天至下週辦理三場餐敘，並要我轉達歡迎各位教師參
加，有意願者向秘書室承辦人王小姐登記。興大上週邀請學校幾位
主管、校友會副理事長及林柏榕前市長餐敘，想說服校友會及學校
幾位參與主管能支持併校，校友會羅副理事長直接表達校友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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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學校能獨立發展，並希望我們將來要發展的比中興好。我覺
得假如我們不想併校，我們真的要好好振作，在八年、十年後，能
夠在相同學系的發展中勝過興大。我們在情緒上都不想併校，但很
少理智的思考我們不想併校要如何振作發展，這是很重要的。假如
想清楚不併校，願意投入好好發展，那就獨立發展；假設只是情緒
上反對，羅副理事長及幾位校長也提到，假設沒有併，未來發展一
年比一年差，那也沒有意思。當然表決結果怎樣，現在是不知道，
但自己要有骨氣，在未來發展及聲譽上勝過中興大學。
參、 各組工作報告：（略，請參閱面資料）
教務長補充報告：
各組工作報告請參閱書面資料，僅針對幾項重點工作提出報告。
一、 上學期審計部來校查帳，教育部來函，大四畢業班授課未滿 18 週
發放 18 週鐘點費，質疑超鐘點部分要追回，目前正在處理。請這
學期擔任大四課程教師將補課表送教務處彙辦，未提出者將從超鐘
點處扣除，請轉知系所老師了解。
二、 學生選課，特別是研究所課程，部分教師不收別所研究生，只給自
已指導學生選課，請系所主管了解，這樣是不可以的。
三、 本校大教室少，已通過規定，班級學生數超過 70 人者，鐘點費以
1.5 倍發放，超過 120 人以 2 倍發放，但目前僅有館前樓教室較大，
120 人也僅有音樂廳可用，當無適當教室時，請教師不要接受加選，
以免影響其他同學的權益，沒有位置可坐，可請其早一點或下次再
選。
四、 部分四年級學生課已全部修完，本學期僅修 5-6 學分，部分系所或
教師同意學生減修並將報告送至教務處，依學則規定，大四最低修
課限制是 9 學分，未修足 9 學分依規定要退學，請各系所多加說明。
肆、 上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管制表宣讀：（略，請參閱面資料）
一 、 各 委 員 對 上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管制表及工作報告有無疑義請提
出。
二、教務長說明：
上次教務會議提案五「環教所 95 年度暑期回流教育碩士班課程修正
案」
，經決議通過，惟事後有人提出經表決贊成 11 票，緩議 8 票，並未過半
數，故修正為未通過。
（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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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期初教務會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95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修訂科目表（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95 學年度通識課程修訂科目表，業經 95/2/21 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
過。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 期初教務會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各系所
案由：本校各學系 95 學年度大學部暨研究所課程科目表（草案）乙份，提請
審核。
說明：計收到教育學系等 16 個系所 95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其修正內容如附
件。
決議：
一、 臨時提案二「數位內容科技學系（含碩士班）課程」
、臨時提案三「社
會科教育學系（含碩士班）課程」併入本案討論。
二、 教務處設計課程架構標準格式（包括大學部及研究所，含應說明事
項、字型、字體等）送各系所參照修正。
三、 各系所科目名稱一致之課程，其英文名稱由教務處協商統一。
四、 其餘部分修正如下表，並請各系所檢視課程英文名稱及專題研究並修
正後送教務處彙整編印課程手冊並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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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度各系所課程修正表
系所
修正內容
備註
教育學系 1.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
2. 「教育財政學」一科重覆部分刪除。
3. 補列修讀輔系說明。
語教系
1. 第 9 頁（二）選修課程 58 學分，刪除「58 學
分」文字。
2. 補列英文科目名稱。
數教系
1.第 16 頁 3.專門選修課程【至少 21 學分以上】
之【至少 21 學分以上】文字刪除。
科學應用與 1.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
推廣學系 2.補列英文科目名稱。
帅教系
1. 補列修讀輔系說明。
2. 科目名稱「兩性帄等教育」更名為「性別帄等
教育」。
3. 補列輔系課程表。
美術學系 1. 「中國美術史（一）」
、
「中國美術史（二）」二
科之英文名稱「Ⅰ、Ⅱ」修正為「（1）
、
（2）」。
音教系
1.第 38 頁說明「二、本系學生經系主任同意後，
在彈性選修課程方面可修習外系或外校專門課
程。」等文字，請依教務會議決議各系統一文
字敍述修正。
2. 第 39 頁刪除「（必為音樂教育組必修，必及選
是音樂表演與創作組必修 ）
」等文字。
3. 第 44 頁「電腦在音樂教育上的應用」科目名
稱改為「音樂科技導論」。
4. 「音樂數位化教學」及「音樂數位化教材製作」
二科修正為 3 學分 3 小時。
5. 刪除「專題討論」
、
「畢業製作」二科 0 學分課
程，請在音教系其他相關規定內規範。
6. 其他備註欄位文字如何敍明，會後與音教系協
商。
特教系
1.課程表撤回，重新調整為師培、非師培學系課
程並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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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
台語系

補列輔系課程表。
1. 刪除第 59 頁（師資培育進路至少 24 學分;非
師資培育進路至少 44 學分）等文字。
2. 課程表部分英文名稱修正後再送教務處。
3. 補列輔系課程表。
英語系
必修課程學分數過高，請調整後再送教務處。
諮商與應用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處。
心理學系
測統所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處。
環教所
1. 第 79 頁刪除「碩士論文」0 學分一科。
2. 「專題討論」一科是否需分（一）（二）
（三）
（四）四科各 1 學分 2 小時，請會後討論後再
送教務處。
3. 部分英文名稱檢視修正後再送教務處。
諮商與應用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處。
心理學系碩
士班
課程與教學 1.「獨立研究」修正為「獨立研究（A）」
、「獨立
所
研究（B）
」，各為 1 學分 1 小時。
早療所
刪除第 90 頁「
（適用 95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
」文
字。
教育學系 1.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
碩、博班
處。
2. 補列英文科目名稱。
3. 第 98 頁至 103 頁重覆刪除。
語教系碩、 1. 課程架構及科目表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
博班
後送教務處。
2. 刪除備註欄授課教師姓名及碩博合開等文字。
3. 第 112 頁「口語教學研究」修正為「說話教學
研究」。
4. 第 113 頁備註「（先修書法或寫字課）」係「寫
字教學研究」一科之備註。
5. 英文名稱會後再檢視後送教務處。
數教系碩士 1.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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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處。
2.補列英文科目名稱。
3. 備註欄除先修課程外之文字刪除。
4. 數教系碩士班修習辦法不需提教務會議審議。
科學應用與 1.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
推廣學系碩 處。
士班
2.補列英文科目名稱。
3.專題研究（一）
（二），獨立分為二科課程。
美術學系碩 第 139 頁「研究生每學期選課 9-12 學分」等文字
士班
說明，改置於第 134 頁架構表下。
帅教系碩士 1. 第 142 頁「帅兒教學領域專題研究：藝術、律
班
動、語文、健康、數概念、自然科學」一科，
請帅教系會後研究如何備註清楚再送教務處。
2. 英文科目名稱檢視修正後再送教務處。
體育學系碩 1. 刪除第 145 頁「碩士論文」0 學分課程。
士班
音教系碩士 1. 刪除「碩士論文」課程。
班
2. 刪除「任課師資」欄位。
3. 有關「第二外國語」一科及其他科目備註欄「不
包含在畢業所需最低 32 學分之內」等文字說
明，請音教系再酌。
社教系
1. 「三、專門課程註 2.三組中需選修二組課程，
每組最低選修學分數 30 學分。」，其中 30 學
分修正為 20 學分。
2. 部分專門課程選別為必選，請予修正為必修或
選修，另必修學分數過高，請調整後送教務處。
3. 部分課程缺英文名稱，請補列。
4. 輔系課程選別由必修正為選。
數位內容科 1.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
技學系（含
處。
碩士班） 2. 說明一請依教務會議決議各系統一文字敍述
修正。
3. 理學院並無共同必修課程，建議刪除「說明
二、微積分、物理學為理學院必修課程，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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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系必修學分。」等文字。
4. 系定選修課程科目過多，請依學校相關課程規
定修正後再送教務處。
5. 研究所名稱請修正為「數位內容科技學系碩士
班」
。
資訊科學學 課程架構請依教務處標準格式修正後送教務處。
系

陸、臨時提案
決議：
一、 臨時提案二、臨時提案三併入提案二討論。
二、 其餘臨時提案（提案一、提案四至八）授權教務處與相關系所協商，
如有重大爭議再行召開會議審查。
柒、散會。（下午五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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