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5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院長毓瑩                          記錄：沈昱彤 

出席人員： 

教經系孫主任志麟(請假)、教經系魏郁禎老師、課傳所崔所長夢萍、 

教育系陳主任碧祥(請假)、教育系林偉文老師、幼教系蔡主任敏玲(請假)、 

幼教系范睿榛老師、特教系錡主任寶香、特教系鄒小蘭老師、心諮系李主任宜玫、 

心諮系洪素珍老師、社發系曹主任治中、社發系郭金水老師(請假)。 

一、 上次院務會議（105.04.27）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編號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執行情形 

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修
讀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
班課程甄選要點」訂定案，
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幼兒與家
庭教育學

系 

本案提送 6/1
本校教務會議
備查完成。 

2 
教育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
碩士班課程甄選要點」修訂
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學系 
本案提送 6/1
本校教務會議
討論完成。 

3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
程設置要點」修訂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課程與教
學傳播科
技研究所 

本案提送 6/1
本校教務會議
討論完成。 

4 
教育學院「創新服務設計與
產業實作學分學程」設置辦
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學院 
本案提送 6/1
本校教務會議
討論完成。 

5 
本院「新聘專任教師升等作
業規定」訂定案，提請 討
論。 

一、 照案通過。 
二、 有關本作業規定學術研究專

長取向所列期刊 SCI、SSCI、
TSSCI、A&HCI、THCI Core，
因考量課傳所未來新聘教育
傳播與科技領域教師會使用
EI期刊，另外，「臺灣大學共
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教
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與「臺
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師評
審準則」門檻亦含有 EI 類期
刊，請課傳所提供 EI 前段排
行品質優良期刊。 

三、 本案將於 5 月份行政主管會
報與理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共
同討論。 

四、 上述三點，本案於下次院務會
議討論，通過後提報校教評會
備查，簽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教育學院 

本案提送 5/9、
5/30 本校行政
主 管 會 報 討
論，並提 6/15
本院 104 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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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報告： (105.05.25行政會議)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院務 

會議 

1. 訂定幼教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課程甄選要
點」。 

2. 修訂教育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要點」。 
3. 修訂課傳所「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教育學院「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4. 訂定教育學院「新聘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 

活動 
1. 教育學院 4.27 舉辦專題演講「OECD 跨界資料庫與論文引用趨勢」。 
2. 教育學院 5.2/5 舉辦「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 
3. 教育學院 5.20-21 演講主題與實務演練:透過職涯諮商促進社會成熟度。 

 

學  術  活  動 

主題 主持/主講/參與人 日期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論文研究設計講座:訪談文本的分析與解讀技巧 陳蕙芬老師/歐素華老師 4.23 
教育現場大解密:教師創業家分享、解密 陳蕙芬老師/謝明賢老師 4.28 
產學合作-與大陸貝爾安親機構合作座談會 田耐青老師/全系教師自由參加 5.3 
開放試教創 Lab:「學習空間 X科技:解構神會乾隆宴的策
展元素」跨領域專家分享、對談 陳蕙芬老師/劉長泰總經理 5.5 

與 Teach for Taiwan（為偏鄉而教機構）暑期培訓與未
來開班交流會議 陳碧祥老師/TFT機構代表 5.6 

開放試教創 Lab:「平面設計+教材:書包裡的美術館」跨
領域專家分享、對談 陳蕙芬老師/陳慕天 5.12 

開放試教創 Lab:「教育-學校:親子間師生，手足共學習」
跨領域專家分享、對談 陳蕙芬、林偉文老師/郭駿武秘書長 5.19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防災知能與幼兒園災害應變措施 李文正博士 4.21 
學習區的規劃與活動引導 柯秋桂園長 5.2 
融合教育與方案課程 邱俐貞老師 5.3 
幼兒園如何實施多元文化教育 陳美君園長 5.9 
幼兒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撰寫與實例 魏淑華老師 5.12 
幼兒園班級經營 張育慈園長 5.18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 
瀋陽師範大學學術交流會議 孫志麟主任 4.29 
汐止保長國小參訪 孫志麟主任 5.3 
產學協作系列講座：統計在論文上的應用 趙珮晴研究員 5.1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解讀台灣教育政策 吳清山教授 5.1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教學傳播與科技碩士班、博士班） 

通識課程專題演講：短片創作講座 
葛子暄導演、黃柏勳先生(Rebel 
design 多媒體影音工作室) 

4.25 

學習策略系列講座：文化研究與教育 楊洲松教授(暨南大學課科所教授) 4.27 

產學合作系列講座：職場相對論：跨界思考，創造不一樣
的職涯 

陳建宏先生（富邦人資部專案經理） 
許宜茹小姐（維多利亞集團品牌行銷
專案企劃） 

5.18 

 

學  生  活  動 

內容 日期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系排球隊、系籃球隊、系羽球隊、系桌球隊參加師大舉辦「北教盃」交流比賽 5.7-8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 
「文教創業與行銷企劃書比賽」決賽 4.26 
教經之夜「時尚教主，經夜降臨」 5.19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105 級大四駐校三週教學實習 4.2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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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師  動  態（學術活動、研究發表、社群服務） 

教師姓名 內容 日期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柯秋雪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計畫指導教授-新北市三峽國小 4.22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計畫指導教授-新北市瑞芳國小 5.6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計畫指導教授-新北市瑞芳國小 5.20 

錡寶香 
基隆市政府特教輔導團 105年度上半年國小B組巡迴輔導訪視工作委員-基隆市深
澳國小 

5.19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 
孫志麟 至馬來西亞循人中學辦理教師增能工作坊 4.25 

鄭崇趁 赴北京師大參與中小學校長培訓課程交流。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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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報告： 

報告案：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學院各類會議時間，請全院師長同仁參考。 

 

四、提案討論： 

案由 1：特殊教育學系訂定「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要點」案，提請 討論。 

案由 2：教育經營與管學系訂定「領導發展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案由 3：本校 105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選聘委員案，提請 推選本院之教師代表。 

案由 4：本院「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訂定案，提請 討論。 

 

五、 臨時提案： 

特殊教育學系吳純慧助理教授，依本校新進教師相關規定，擬申請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專任教師臨床教學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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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1 特殊教育學系訂定「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鼓勵本校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日間學制碩士班，配合本校 104年 6月

3日「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要點｣，特訂定之。 

二、 檢附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甄選要點」(請見附

件一) 

三、 本案業經特教系 104學年度第 8次(105.05.10)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會

議記錄請見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實施要點 

 

105.05.10  104學年度第8次系務會議訂定 

 

一、為鼓勵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就讀特殊教育學

系（以下簡稱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以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依據「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要點」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入學後修業滿四學期，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為全班前

百分之四十，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教育專業學科表現優異者，得於本系規定期限內，向

本系提出申請。 

三、備審資料：  

（一）申請表  

（二）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大學前四學期、含排名）  

（三）自傳及讀書計畫  

（四）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四、錄取名額：錄取至多5名。  

五、甄選程序及標準：本系「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士班課程」之審查工作由本系「學士班學生修

讀碩士班課程」甄選委員會負責審查，審查方式依申請人所提備審資料進行審查。經審查

錄取後，將核定修讀名單送教務處備查。  

六、核定修讀學生應遵守下列規範，否則取消其資格。  

（一）應於本校學則規定之四年修業期限屆滿（含）前取得學士學位。 

（二）修讀系所組別應與所報考系所組別一致。 

（三）正式取得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者，不得辦理保留入學。 

七、核定修讀學生於日間學制碩士班入學當學期得申請學分抵免，學生抵免相關事項應依本系

及本校相關抵免規定辦理。但日間學制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日間學制學士班畢業學分數

內，不得再申請抵免日間學制碩士班學分數。 

八、核定修讀學生應與一般考生公平參加本校日間學制碩士班甄選入學或考試入學；正式取得

本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研究生資格後，需於本系規定期限內提交「擬聘指導教授申請書」。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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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 教育經營與管學系訂定「領導發展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教育經營與管學系系「領導發展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一。 

二、經本系 105年 5月 9日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 教育經營與管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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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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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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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選聘委員案，提請 推選本院

之教師代表。 

說明 

一、依據研發處 5 月 17 日通知辦理如附件一。 

二、依據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如附件二：各

學院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推選，各學系至多 1

名，任期為 1 學年，得連任。 

三、檢附 103、104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如附件三

供參。 

決議 

經院務會議委員票選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本院之教師代

表：幼教系蔡敏玲老師、特教系呂金燮老師，名單將於 104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前擲送研發處國際組。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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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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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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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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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4 本院「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訂定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104年11月17日104學年度第4次校教評會議提案八決議訂定。 

二、 本案業經105年4月27日院務會議、105年5月9日、5月30日行政主管會報

討論，共同決議如附件一。 

三、 本作業規定學術研究專長取向所列期刊SCI、SSCI、TSSCI、A&HCI、THCI 

Core，因考量課傳所教育傳播與科技領域教師，提請討論是否考慮新增

SCIE排序前百分之50期刊，檢附台師大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如附件

二供參。 

四、 檢附本院訂定之「專任教師作業規定」如附件三。 

五、 檢附台大共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台師大教育學院升等著作門檻如

附件四供參。 

辦法  
一、 本案緩議，提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再次討論。 

二、 本次會議修正草案如附件三。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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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5年 5月 30日本校 5月份臨時行政主管會報共同決議 

一、請人事室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最新修正之版本分送三院參考，

另請人事室協助審視目前三院所提出的版本是否與新修訂之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有相違背之處；三院也請自行審視其辦法之相容性。(特別是

送審著作最多五篇的部分)－請見下頁附件。  

二、三年始能提升等之條件，建議三院將此落實至其辦法中；也請人事室研議是

否需將此條件納入校母法中。  

三、有關檢測論文是否違反學術倫理之系統，請教務處參考他校的作法找出適用

系統，請人事室確認他校檢驗是否違反學術倫理之方式是如何落實入其辦法

之中，並提供三院相關訊息以供參考；並請三院將此條件也納入升等辦法中。  

四、EI 不列入各院升等辦法。  

五、以「藝術展演」升等條件之部分，請人文藝術學院與理學院針對其內容共通

的部分制定衡平的標準。  

六、 未來申請學術獎勵之送審人，須先完成是否違反學術倫理的自我掃描之動

作，請研發處納入其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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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 民國 105 年 05 月 25 日 修正 ) 

 

第四章 送審著作及學歷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

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

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

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

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

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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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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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新聘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草案) 
105年 4月 27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討論 

105年 5月 6日 104 學年度本校 5月份主管會報討論 

105年 5月 30日 104學年度本校 5月份臨時主管會報討論 

105年 6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討論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新聘專任教師提昇研究、

教學及服務之能量，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

定）」。 

二、 本規定適用於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起聘之專任教師。 

三、 本院各學系專任教師升等服務年資之計算，以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上記載起算年月為準，計算至

提出升等申請前一學期結束時（一月或七月）為止。 

四、 院各學系「新聘專任教師」教師申請升等，遵照「教育部頒行之法令規章」、「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辦法」、「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五、 本院各學系「新聘專任教師」申請升等，除符合第三點升等相關法令規章之基本條件及限制外，

各項著作須檢附本校論文偵測系統之檢核證明。另依「升等送審類別」基本資格門檻，應符合下

列各種專長取向類別之一： 

專長取向 成果類別 升等職級 項目 

學術研究 專門著作 

教授 

一、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

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 前一職級所提列之著作不得包括在內，代表著

作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後最近五年內

發表之著作。 

三、 至多擇定 5件/篇/冊著作送審，並自行擇一為

代表著作，其餘列為參考著作。 

(如代表著作為系列著作則視為 1件) 

四、 近七年內至少 6 O（待討論）篇/冊著作，刊登

（或接受刊登證明）於匿名審查之國內外學術

期刊或公開出版發行之學術專書（如專書通過

科技部公告之受理專書書稿審查之期刊編輯委

員會，等同 2篇/冊），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其中至少 2 篇發表於 SCI、SCIE（以期刊發表當

年之 JCR排名前百分之 50）、SSCI、TSSCI、

A&HCI、THCI Core 列名期刊中。 

副教授 

一、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

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 前一職級所提列之著作不得包括在內，代表著

作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後最近五年內

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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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多擇定 5件/篇/冊著作送審，並自行擇一為

代表著作，其餘列為參考著作。 

(如代表著作為系列著作則視為 1件) 

四、 近七年內至少 5 篇/冊著作，刊登（或接受刊登

證明）於匿名審查之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公開出

版發行之學術專書（如專書通過科技部公告之

受理專書書稿審查之期刊編輯委員會，等同 2

篇/冊），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其中至少 2

篇發表於 SCI、SCIE（期刊發表當年之 JCR排名

前百分之 50）、SSCI、TSSCI、A&HCI、THCI Core

列名期刊中。 

升等申請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著作所需之篇/冊數得不受

上述限制：  

（一）近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原國科會）傑出獎、財團法人傑出

人才基金會傑出人才獎或教育部學術獎。 

（二）近五年有 3 篇著作發表或已被接受刊登於 SCI、SCIE（期

刊發表當年之 JCR排名前百分之 50）、SSCI、TSSCI、A&HCI、

THCI Core 所列之期刊，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教學實務 教學實務研究 

教授 

及 

副教授 
須符合「本校系所及院級『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

用』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及「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準則」第 11 條之 1 之申請資格。 
產學合作 技術應用 

教授 

及 

副教授 

六、 本院各學系「新聘專任教師」申請升等前，應於目前職級期間通過本校教師評鑑，不得申請免評鑑，

申請評鑑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本院教師評鑑準則」辦理。 

七、 本院各學系「新聘專任教師」申請升等，須先由各學系系教評會進行升等資料審查（含基本條件、

基本資格門檻及相關佐證資料審查）及教學服務成績初評，通過後依程序提送院教評會、校教評

會，進行升等資料審查並辦理著作外審。 

八、 本院各學系得依各學系發展方向與目標，另訂更嚴謹之作業規定，經各學系系務會議通過，報院

教評會備查，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九、 本規定未盡事宜，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規定經院務會議通過，報校教評會備查，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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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教師升等評審作業要點（著作門檻） 

第五條  擬提升等為教授者，應於近七年內至少發表六篇（種）著作（其中至少有二篇刊登在 EI、

A&HCI、SCI、SSCI所列之期刊），包括刊登或已被接受刊登於經匿名審查之國內外學術刊物

之論文，或經公開出版發行之學術專著，且升等為副教授時所提列之著作不得包括在內。代

表著作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起最近五年內發表之著作。 

第六條  擬提升等為副教授者，應於近七年內至少發表五篇（種）著作（其中至少有二篇刊登在 EI、

A&HCI、SCI、SSCI所列之期刊），包括刊登或已被接受刊登於經匿名審查之國內外學術刊物

之論文，或經公開出版發行之學術專著，且升等為助理教授時所提列之著作不得包括在內。

代表著作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起最近五年內發表之著作。 

第七條 升等申請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著作所需之篇（種）數得不受第五條、第六 條之限制：  

（一）近五年內曾獲科技部（原國科會）傑出獎、財團法人傑出人才基金會傑出人才獎或教

育部學術獎。 

（二）近五年有三篇著作發表或已被接受刊登於 EI、A&HCI、SCI、SSCI所列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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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師評審準則（著作門檻）                                    

第三條 

(三)教師升等申請人於現職等已發表或已被接受之著作（其中至少三篇應相當於 SCI、SSCI、

TSSCI、EI、A&HCI、THCI Core等級或經本學院或本校其他學院院務會議通過認可並經校教

評會備查之學術期刊，並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或經審查通過並正式出版之專書至少一

冊，並為第一作者）一式四份，並由申請人指定一種為代表著作。前經送審之代表著作不得

再指定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本次升等生效日前五年

內發表（發行或經期刊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

格後及本次升等生效日前七年內發表（發行或經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者。但送審人曾

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前述專書之審查，以下列單位為限： 

１、國內外大學設有審查制度之出版編輯委員會。 

２、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設有審查制度之出版編輯委員會。 

３、國科會科技部公告之受理專書書稿審查之期刊編輯委員會。 

４、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彼此合作出版，或與出版社合作出版，且共同設有出版

編輯委員會。 

５、本校各學院認可並經校教評會備查認可之國內外具有編輯委員會審查機制之出

版社。 

(四)填具審查表、著作表、並自述歷年之教學、研究、服務(對本校或學界、社會)等狀

況。 

(五)教師升等申請人聘書、教師證書之影本。 

(六)系(所)教評會推薦著作審查人八五至十七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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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議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特殊教育學系吳純慧助理教授，依本校新進教師相關規定，擬申請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任教師臨床教學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臨床教學地點：五常國民小學視障資源班。 

二、 本案經本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系務會議（104 年

6 月 14 日召開）決議通過，檢附申請表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送交師培中心彙整，並簽請校長核定。 

提案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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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散會：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