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129 次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主任委員國恩
出（列）席：詳簽到表

記錄：陳奎如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致詞：略
二、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校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系所學位學程案，業於 98 年
12 月 4 日報請教育部核定，目前教育部尚未核復。
1. 增設「生態與演化研究所」碩士班
2. 增設「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3. 增設「美術創作藝術指導」碩士在職專班
4. 增設「生態與演化研究所」博士班
5. 裁撤美術學系學士班「設計組」
（二）本校 100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作業已在進行
中，依據教育部提報作業規定說明，新增以下政策宣示，請委員卓參：
1.系所整併及更名案件應經校內審慎討論、建立共識，通過校內相關會議
後方可提出，並應充分考量學生權益。申請更名者，若查近年來更名過
於頻繁，致影響學生權益者，教育部得不同意。若學士班於近 3 學年度
內、碩博士班(研究所)於近 2 年內曾整併、更名獲准者，不得申請整併
、更名。
2.整併或更名後，與原有領域差異過大者，應以新增案方式申請；若以調
整案（整併、更名、分組等）提出申請，教育部將不予同意。
3. 停招及裁撤案件務必確實提報，如查未經教育部同意即逕予停招或裁
撤者，屬重大行政疏失，將列為審核經費獎補助之參據。
4. 現有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如欲停招，另辦理一般碩士在職專班者
，緣兩者之課程設計、性質不同，原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應申請停
招，並應提前 2 年申請新設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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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提案一 本 系 學 士 班 擬 自 美術學系
100 學年度起維持
分組招生案，提請
討論。
提案二 本校 100 學年度增 教務處
設、調整系所學位
學程申請案，提請
討論。

決

議

執行 情形

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經出席投票委員 已依決議執行。
37 位以無記名票決（同意或不同意）
，獲
出席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19
票）者為通過，其票決結果同意 34 票，
不同意 3 票，無意見 0 票，通過。
一、 特殊項目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 一、 特殊項目
經出席投票委員 37 位以無記名票
通過案件已
決（同意或不同意）
，獲出席投票
於 98 年 12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19
月 4 日師大
票）者為通過（碩士班通過案件
教企字第
以同意票數多寡排序，擇同意票
0980022444
數較多之前 3 案報教育部）
，其票
號函報部審
決結果如下：
議，並經本
(一) 增設「生態與演化研究所碩士班
校 98 年 12
」，同意 30 票，不同意 5 票，無
月 30 日第
意見 2 票，通過。師資及招生員
103 次校務
會議追認通
額由生命科學學系核撥，不增加
空間，與生命科學學系以一系多
過。
二、 非特殊項
所模式運作。
目已提 99
(二) 增設「書法研究所」，同意 12 票
年4月7日
，不同意 24 票，無意見 1 票，不
本校第 103
予通過。
次校務會議
(三) 增設「臺灣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
臨時會審議
程」，同意 17 票，不同意 17 票，
通過，將於
無意見 3 票，不予通過。
99 年 6 月 30
(四) 增設「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在
日併招生總
職專班」，同意 19 票，不同意 17
票，無意見 1 票，通過。設立於
量報部審議
。
林口校區。
(五) 增設「美術創作藝術指導碩士在
職專班」，同意 21 票，不同意 13
票，無意見 3 票，通過。
(六) 增設「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同意 17 票，不同意
16 票，無意見 4 票，不予通過。
(七) 增設「生態與演化研究所博士班
」，同意 19 票，不同意 15 票，無
意見 3 票，通過。師資及招生員
額由生命科學學系核撥，不增加
空間，與生命科學學系以一系多
所模式運作。
(八) 增設「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班」，
同意 15 票，不同意 20 票，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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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行 情形

見 2 票，不予通過。
(九) 美術學系裁撤學士班「設計組」
，同意 34 票，不同意 2 票，無意
見 1 票，通過。
以上申請案件屬碩士班(含碩士在職
專班)類別者，計有 3 案，依序分別為:
生態與演化研究所碩士班、美術創作藝
術指導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碩士在職專班，與其他通過案件一併
於 98 年 12 月 5 日提報教育部審議，並提
交校務會議追認。
二、 非特殊項目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
，經出席投票委員 35 位以無記名
票決（同意或不同意）
，獲出席投
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
18 票）者為通過，其票決結果如
下：
(一) 增設「臺灣語文學系」（非師資
培育學系），暨與臺灣文化及語
言文學研究所碩、博士班整併，
同意 18 票，不同意 13 票，無意
見 4 票，通過。招生員額由文學
院內部調整。
(二) 「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更名
為「餐旅管理研究所」，同意 29
票，不同意 4 票，無意見 2 票，
通過。
(三) 美術學系裁撤「美術理論碩士在
職專班」，同意 33 票，不同意 1
票，無意見 1 票，通過。
(四) 「國際事務與全球戰略研究所」
更名為「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同意 24 票，不同意 9 票，無
意見 2 票，通過。
(五) 美術學系博士班「美術教育組」
與「美術行政管理組」整併為「
美術教育與行政組」，同意 34 票
，不同意 0 票，無意見 1 票，通
過。
以上通過案件，提交校務會議審
議後，於 99 年 6 月循規定程序報部。
提案三 本系「餐旅管理與 人類發展與 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經出席投票委員 已提交 99 年 4
教育研究所」申請 家庭學系 30 位以無記名票決（同意或不同意）
，獲 月 7 日本校第
於 99 學年度由「教
出席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15 103 次校務會議
育學院」改隸「管
票）者為通過，其票決結果同意 25 票， 臨時會審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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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理 學 院 」， 提 請
討論。
提案四 本 校 圖 書 館 擬 與 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
、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館合作建置全
國第一座聯合館
藏中心，提請 討
論。

決

議

執行 情形

不同意 4 票，無意見 1 票，通過。

過。

照案通過。

已跟教育部高
教司及吳部長
做過簡報，經費
仍在積極爭取
中。

決議：同意備查。
参、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一

案由：本校 100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會議受理本校各單位申請 100 學年度增設、調整非特殊項目系所學位
學程案共 1 案，為：
「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及「國際漢學研究所」整併並
更名為「東亞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並學籍分組為「漢學與文化組」及
「政治與經濟組」
。
二、請申請單位就申請案件規劃情形(包含理由、員額、空間規劃及未來發
展等)提出具體說明，每案限說明 5 分鐘（時間終了時按鈴二聲）。
三、本委員會自 93 學年度起審議各學院申請增設、調整案件，係由本委員會
以無記名方式票決（同意或不同意），獲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者為通過
並報部核定，本次會議是否援例辦理？謹請先行討論決定。
四、議決通過之申請案將提校務會議審議後於 99 年 6 月 30 日併招生總量報
部審查。
決議：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經出席投票委員 49 位以無記名票決（同意或不同意
）
，獲出席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25 票）者為通過，其票決結果
同意 44 票，不同意 5 票，無意見 0 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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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教育學系教育行政班等 15 個碩士在職專班擬申請停止招生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校自辦理在職專班（含教師在職專班）以來，部分班別因生源不足、
教師負荷等原因，致開班週期不穩定、甚至已有多年未招生之情形，按
教育部 98 年 11 月 4 日台高(一)字第 0980186972 號核復本校招生名額
總量之函文意旨，如屬停招之班別應報部核定。
二、 經調查，本校共計有 15 個在職專班擬申請停止招生，其班別及理由說
明如下；
編
系所
號
1 教育學系
2 社會教育學系

班別

設立
年度
90
93

教育行政班（週末）
社會工作學班

3

資訊教育研究所 資訊教育教學班（暑期）

88

4

歷史學系

歷史教學班（週末）

92

5
6
7

物理學系
地球科學系
美術學系

物理教學班（暑期）
地球科學教學班（暑期）
美術理論班（週末）

88
92
90

8

工業教育學系

機械教學班（暑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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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說明
報考人數不足。
本校已於 94 年 8 月 1 日成立社會
工作研究所，本班別與本系發展方
向及課程架構不符。
師生比過高，教師教學研究負荷過
重。
一、 周末在職進修班招生報名人
數遞減。
二、 本系已有暑期教學碩士班足
以滿足在職教師進修需求。
報考人數不足。
學生來源不足以開班。
一、本系週末碩士在職進修專班成
立於 89 年，目前設有美術教
學班、藝術行政班、美術理論
班、美術創作班﹝水墨畫組、
繪畫組、藝術指導組﹞分班於
分組招生教學。
二、本系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美術理
論班為非固定每年招生之班
別，有鑑於報名人數未盡理想
，本系擬重新調整班別，以俾
系所資源更能充分發揮，故申
請裁撤碩士在職進修專班美
術理論班。
三、本案已經第 128 次校務會議通
過在案。
工業教育學系機械組之師資及大
學部學生員額均已移撥成立機電

編
號

9

系所

班別

設立
年度

工業教育學系

電機電子教學班（暑期）

91

10 工業教育學系

室內設計教學班（暑期）

90

11 機電科技學系

機電科技班（夜間）

96

12 音樂學系

高中職音樂教學班（週末
）

97

13 政治學研究所

國家事務於管理班（夜間
及周末）
三民主義教學班（暑期）
法律與生活教學班（暑期
及夜間）

91

14 政治學研究所
15 政治學研究所

89

理由說明
系，系內並足夠專長師資支應開課
。
工業教育學系機械組之師資及大
學部學生員額均已移撥成立應電
系，系內並足夠專長師資支應開課
。
工業教育學系室內設計組為配合
本校設計相關系所整併之政策，及
目前師資嚴重缺乏，礙於 100 年停
招收該班，目前正在簽核中。
配合學校政策，增強本系研發能量
，減少教師教學負擔。
本系於初開班招生階段隨即展開
招生宣傳，期間許多中等音樂教師
打電話至本系詢問，但多數為國中
教師，故無法符合報名條件；另亦
有許多教師上未符合資格年限的
限定，因此 97 學年度及 98 學年度
報名人數均不足，為考量開班成本
，擬不進行招生考試程序。
本所師生比過重
本所師生比過重
本所師生比過重

三、 議決通過之申請案將提校務會議審議後於 99 年 6 月 30 日併招生總量報
部審查，以符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99-103 年校務發展計畫（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 94－98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已於去（98）年實施期滿，為使校務推
動有所依循，97 年 6 月本校第 124 次校務研究發展委會決議，由當時張
副校長國恩召集，成立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小組」
，撰擬本校「99-103
年校務發展計畫」。
二、 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小組」由本校相關單位主管（共計 12 位）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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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7 年 11 月起至 99 年 5 月止，共召開 17 次會議，期間並於 99 年 3
月召開 3 次公聽會，廣納各界意見，完成本校「99-103 年校務發展計畫
」（草案）
，並另送請校內外諮詢委員提供諮詢意見（如附件 1、2）。
三、 計畫共包括 9 項重點發展項目，並由相關單位研擬「未來展望」
、
「實施
策略」
、「預期目標」及「經費需求」，同時建立「管制考核」機制。
四、 檢附「99-103 年校務發展計畫（草案）
」，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但另成立小組，針對委員提出之意見進行計畫內容修正，小組成
員為：甄曉蘭教授、姚清發教授、卓俊伶教授，許瑞坤院長、文學院代
表(陳院長會後確認)、科技學院代表(馮院長會後確認)，並遴聘管理學
院具策略專長之教師參與。

提案四

提案單位：文化創藝產學中心籌備處

案由：擬成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產學中心」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及「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之規定，擬成立校級中心（列入組織規程）
。
二、 檢附「中心設置申請書」
、「文化創藝產學中心營運規劃書」、
「自評表」
、「文化創藝產學中心設置辦法」及本校研發處所送外審意見各乙份。
決議：採行使票決方式進行，經出席投票委員 48 位以無記名票決（同意或不同意
）
，獲出席投票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數（24 票）者為通過，其票決結果
同意 22 票，不同意 21 票，無意見 5 票，不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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