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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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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經系洪福財老師、課傳所林所長佩璇、教育系陳主任碧祥（請假） 

教育系張郁雯老師、幼教系蔡主任敏玲、幼教系吳君黎老師、特教系錡主任寶香 

特教系柯秋雪老師（請假）、心諮系賴主任念華、心諮系蔡松純老師、社發系林主任政逸 

社發系王大修老師（請假）。 

一、 上次院務會議（105.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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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學系修訂「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特殊教育知能檢定實施
要點」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特殊教育學

系 

本案提送 10月 19日
教務會議審議完成。 

2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論
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心理與諮商

學系 

簽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3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擬於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社
會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
班」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
審議。 

社會與區域
發展學系 

本案提送 10月 18日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審議完成。 

4 

本院「專任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準則」修訂案，提
請 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校教評會備查。 
修正重點如下： 
一、 將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準則名稱修正為專任教
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 

二、 刪除兼任教師相關條文如
下: 第 5 條第 5 款、第 8
條第 3項、第 9條第 2 段、
第 10條第 5段及第 16條。 

三、 將本院「新聘專任教師作
業規定」、「專任教師升等
作業規定」與本辦法合
一，請詳第 5條與第 11條。 

四、 修正後條文如附件三。 

教育學院 

經指示本案提送 11
月 14 日本校行政主
管會報討論，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備查完成，並簽請校
長核定，於 12 月 8
日公告全院師長同
仁周知。 

5 

心理與諮商學系建請本院
修訂「新聘專任教師作業
規定」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並將本作業規定訂定
入本院「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準則」第 5條，提送校教評會
備查。 

心理與諮商
學系 

本案依決議將作業
規定訂定入本院「專
任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準則」第 5條，
提送校教評會備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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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報告：(105.12.28 行政會議)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課 
會議 

特教系變更 106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專門課程必選修別。 11.23 

院評鑑 
會議 

1.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老師申請教師終身免受評鑑 1 案。 
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老師申請教師當次免受評鑑 1 案。 
3.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心理與諮商學系、教育學系老師申請教師評鑑共 3 案。 

12.14 

活動 

專題演講：領導力-一起，可以走更久 12.2 
阿德勒取向團體工作坊 Creating a Caring Community through Adlerian Talking 
Circles ：從黑特到來客：青少年社會攻擊與社群情懷 

12.3 

系列演講：華人教育、心理、社會科學理論再起之關鍵-- 儒家文化系統與教育、心
理的整合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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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創業家中心「寫作教學工作坊」 
林偉文老師主持 
楊裕貿、周理慧老師主講 

12.24-25 

教師創業家中心舉辦數學教學工作坊-運用「起承轉合」系
統進行國小數學教學 

陳維民老師帶領 
田耐青老師參與 

12.10-1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蒙特梭利理念 薛琇文園長 11.23 
幼兒園教師互動 章寶瑩園長 11.23 
教師甄試模擬演示活動 莊明達校長、陳玫秀主任 11.24 
教甄教檢的準備 蔡佳妤老師 11.24 
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實踐--<我愛樂高>方案課程 周慧茹老師 11.24 
臨床實務中淬鍊的教與學策略 楊曜臨主治醫師 12.1 
幼兒園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王姵璇老師、莊允柔老師 12.7 
在地方案課程之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邱俐貞主任 12.12 
青年跨領域職涯趨勢、產業分析與求職技巧－以賈桃樂學
習主題館為例 

陳姿伶小姐 12.13 

幼兒園親職教育的規畫與實施 林一鳳老師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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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服務業管理案例：以設計顧問公司創新服務為例 
高治中總經理(巨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11.23 

主題：創新服務管理案例：以醫療場域與科技創新為例 
汪建均策略總監(深擊設計有
限公司策略總監) 

11.30 

2016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孫志麟主任 12.3 
主題：創新服務管理案例：旅行業經營管理及經理人應有
之素養  

廖文澄總經理(鳳凰國際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前總經理) 

12.7 

主題：服務科學與服務創新 
林福仁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服
務科學研究所教授) 

12.8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正向行為支持與行為改變 吳純慧/李美玲教授 11.23 
國小資源班語文教學調整與教材編輯 錡寶香教授/王郡儀老師 12.3 
2016 特殊需求兒童情緒行為發展與介入學術研討會 特教系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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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童歡會 12.3 
教育之夜 12.14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106 級學生產業實習發表暨實習課程說明會 12.20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幼教系卡 囚你來 sing 11.22 
圖畫故事書賞析基本能力檢定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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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傳情《幼到聖誕傳情》 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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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教經盃趣味運動競賽活動 206.11.21-25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心諮系卡「在我轉身之後卡到音」 11.25 
聖誕大會｢心底總動員之聖誕老公公去那兒」 12.16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特教之夜 12.13 
特教週 12.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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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小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十二年國教資優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綱要介紹」委員 

11.25-26 

柯秋雪 宜蘭縣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鑑定安置會議委員 12.1 
錡寶香 宜蘭縣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鑑定安置會議委員 12.7 
陳佩玉 宜蘭縣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鑑定安置會議委員 12.9 
錡寶香 宜蘭縣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鑑定安置會議委員 12.14 
林秀錦 宜蘭縣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鑑定安置會議委員 12.28 
錡寶香 基隆市特殊教育輔導團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訪視委員 12.8 
鄒小蘭 十二年國教特教藝教領綱擬訂計畫 105 年第六次聯席工作會議委員 12.19 

 

三、 主席報告： 

報告案 1：教育學院 105學年度第 2學期各類會議時間表如下： 

四、提案討論： 

案由 1：心理與諮商學系擬停辦「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提請 討論。 

案由 2：教育學系「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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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1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停辦「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檢討本系「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已無繼續開辦之效益，因此

擬停辦。 

二、 本案經心諮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5年 10月

11日）通過，請詳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心理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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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95年 9月 1日 9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95年 9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95年 11月 8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98年 6月 3日 9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學程名稱：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二、設置單位：教育學院心理與諮商學系（以下稱本系）。 

三、設置宗旨： 

1.在師資需求日漸緊縮下，為使本校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除了基本的教學能力之外，得以增進

更多對於兒童學習能力評鑑與開發學習潛能的相關知能，作為教學能力以外的第二專長，將

來若有機會在教育相關機構應聘與任職，此學程可作為專長證明。 

2.本學程之教育目標在培養具有開發學習潛能、分析學習者特質（包括學習困擾診斷、潛能評

估、能力狀況）、提升學習動機、以及增進學習能力的專業學習促發者。 

四、課程規劃： 

1.本課程的設計在整合學習與輔導兩種不同取向與類型的知能，修完學程學生未來可以從分析、

評估、診斷到發展有效策略，進而接納、支持與鼓勵兒童，得以多方位充分地協助兒童開發

優勢潛能並提升學習動機與效能。 

2.本學程分為必修（核心課程）和選修（一般課程）。核心課程主要為學習與諮商輔導之基礎

學科，包含兒童身心、認知特性與諮商技術的瞭解；一般課程則為相關領域延伸與進階的運

用與實作。申請通過之修讀學生至少應修習 28學分。本學程核心課程與一般課程科目名稱及

學分數如附件。 

五、修習資格： 

本校大學部各學系所 2 年級（含）以上及研究所學生，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1. 申請修習本學程學生，應通過本系之審核，未通過審核之學生亦可修習本學程課程，但不發

給學程證明書。惟各科目之修習對象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他之修習條件，

由授課教師決定之。 

2. 申請修讀本學程之審核，每學期舉辦 1次。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系決定之。 

六、修業年限、成績、學分、抵免： 

1. 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程設置辦法」第 5條之規定，修讀本學程之學生，已符合原學系所

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得檢具相關證明，向教務處申請延長修業

年限，至多以 2年為限。但總修業年限仍應符合大學法修業年限規定。 

2. 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是否併入原學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計算依據學生入學當

年度報部之課程計畫表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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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併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

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4. 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原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

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

應予退學。 

5. 學生通過申請審查後，曾修習本學程課程之學分得依本系之規定辦理抵免。 

6. 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而未修畢本學程學分之大學畢業生，若成為本校研究所學生，得繼續

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併入計算。 

七、學程證明書：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由本系依行政程序核發學程證明書。 

八、學分費、學雜費： 

學生因修習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依學校規定辦理繳納學分費，其每學期修習學分數在 9學分

以下者，應繳納學分費；達 10學分以上者，學士學位班學生應繳交全額學雜費，研究所學生應

繳交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本校大學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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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表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修 

別 

學 

分 

時 

數 
備註 

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必修 14學分，選修 14學分） 

發展心理學 Development Psychology 必 2 2   

人格心理學 Personality Psychology 必 3 3  

心理測驗（一） Psychological Testing I 必 2 2   

心理測驗（二） Psychological Testing II 必 2 2  

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必 3 3   

助人歷程與技巧 Technique of Counseling 必 2 2  

學習心理學 Psychology of Learning 選 3 3   

動機心理學 Motivational Psychology 選 2 2   

教學心理學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選 2 2   

助人工作實習 Practicum in Helping Professions 選 2 4 

需先修畢助人工作

導論、諮商與心理

治療理論(一)、諮

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二)、助人歷程與

技巧 

諮商應用實習 Practicum in Counseling Application 選 2 4 

需先修畢助人工作

導論、諮商與心理

治療理論(一)、諮

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二)、助人歷程與

技巧 

助人工作實習進階 
Advanced Practicum in Helping 

Professions 
選 2 4 

需先修畢助人工作

導論、諮商與心理

治療理論(一)、諮

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二)、助人歷程與

技巧 

諮商應用實習進階 
Advanced Practicum in Counseling 

Application 
選 2 4 

需先修畢助人工作

導論、諮商與心理

治療理論(一)、諮

商與心理治療理論

(二)、助人歷程與

技巧 

行為改變技術 Behavior Modification 選 2 2   

創造與批判思考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選 2 2   

情緒行為障礙 Emotional/Behavioral Disorders 選 2 2  特教 

學習障礙 
Introduction to Learning 

Disabilities 
選 2 2 

 特教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Introduction to Gifted Education 選 2 2  特教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選 2 2 

 特教 

特殊教育導論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選 3 3  特教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Assessment of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選 3 4 

 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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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１０５學年度第１學期第２次系務會議 

 

一、 時間：１０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二） 

二、 地點：至善樓Ｇ３０３室 

三、 主席：賴主任念華 

四、 出席人員簽到：  

 

 

 

 

 

 

 

 

 

 

 

 

 

 

 

 

紀錄：王俞文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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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１０５學年度第１學期第２次系務會議 

 

一、 時間：１０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二） 

二、 地點：至善樓Ｇ３０３室 

三、 主席：賴主任念華 

四、 出席人員簽到：見簽到表 

五、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略 

六、 報告事項 

   略 

七、 提案討論事項 

 

      無關提案略 

 

提案二 

案由：有關於「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是否停辦，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於 95學年度設立「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檢附辦法如附件二，P.8-P.10)，本系

大學部一律於大二統一提出申請；從 97 學年度開始有畢業生申請證書，截至目前為止，

共發出 32張證書，歷年發出的證書清單如下(含外系生) 

學年 發出證書數 

97-2 2 

98-2 3 

99-2 10 

100-1 1 

100-2 10 

102-2 4 

103-2 1 

104-2 1 

2. 照這幾年的辦理情形，此學程之辦理成效效益不高；另外，每年在填寫高等教育資料庫

時都需要回報此學程辦理情形，對系上來說非有利的數據。 

3. 是否停辦此學程，提請討論。 

決議：經會議決議停辦此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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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 教育學系「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學系擬修訂「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檢附修正後

之學分學程計畫書如附件一、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二、本案業經本系 105.09.20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檢附會議紀錄如附件

三)。 

決議 

一、考量教育系「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選修課程之多元與

跨域性質，以下建議請參考: 

(一) 保留原有的基礎課程。 

(二) 增加相關的應用領域課程。 

(三) 於要點第四點之課程規劃中原「基礎課程（至少 6學分）」文字

修正為「基礎課程和應用領域課程（合計至少 6學分）」。 

二、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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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經 104年 04 月 14日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經 104年 05 月 13日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經 104年 06 月 03日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 104年 12 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經 105年 01 月 13日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經 105年 03 月 23日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 105年 9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系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學程名稱 

    本學程定名為「兒童正念教育學程」，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設置。 

二、設置宗旨 

近年來，兒童的專注力問題及情緒、行為困擾日益增加，加上社會變遷快速、家庭與社

會壓力增加，教師除了需要擴充學習以大腦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心智教育模式，以增進兒童的

專注力與身心調適能力，教師本人也需要學習更有效的自我調適方法。正念教育是當今被研

究證實可降低學習者憂鬱、焦慮症狀、改善睡眠、提升專注與覺察能力、增加情緒調適力與

人際關係、同理心、及增進教學效能的有效方法。本學程旨在培育本校研究所學生成為未來

正念教育特色專業實務人才，具足正念覺察、省思及自我調適的內控能力，而後引導其學習

兒童正念教育的教學技巧與知能。 

三、設置單位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四、課程規劃 

    依據上述設置宗旨，本學程分為核心課程與基礎課程兩類課群，以生命教育研究所之課

程架構為基礎，規劃並開設以培育兒童正念教育師資專業人才為目標之課程。課程內容涵蓋

正念減壓的理論與實務、正念禪修的基本理論、兒童正念課程專題研究、心智與大腦身心醫

學相關課程、及兒童正念實習等相關課程，課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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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核心課程（至少 15學分） 

正念減壓實務與理論 3學分(必)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正念教育與情緒調適專題研究 3學分(必)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兒童正念課程專題研究 3學分(必)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104 新
增科目) 

兒童正念教育實習 3學分(必)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104 新
增科目) 

兒童正念效益的評量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104 新
增科目) 

團體動力與團體輔導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104 新
增科目) 

心智大腦與教育理論研究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基礎課程（至少 6學分） 

禪與靈性發展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生命教育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宗教與靈性發展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靈性療癒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瑜珈與靈性發展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悲傷輔導專題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災難與心理重建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健康心理學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健康教育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自殺預防專題研究 3學分 (生命教育碩士班/碩專班) 

教育創新與評鑑的心理學研究 
（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創造力理論（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新增） 2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高層次思考教學研究（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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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與教育研究（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自閉症專題研究 3學分 (特殊教育學系) 

情緒障礙組專題研究 3學分 (特殊教育學系) 

智能障礙組專題研究 3學分 (特殊教育學系) 

身心障礙學生創新教學專題研究 3學分 (特殊教育學系) 

神經心理學 3學分 (特殊教育學系) 

情意教學研究 3學分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幼兒生活與保育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社會情緒發展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認知發展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兒童福利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園教室互動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幼兒融合教育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家庭生活教育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婚姻與家人關係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親職教育專題研究 3學分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五、修習相關規定 

(一) 本學程至少應修學分 21學分，且其中需包含核心課程至少 15 學分，基礎課程修習至

少 6學分。 

(二) 參與校內講座或研討會活動：學程生須於修畢兒童正念教育學程前參與本校舉辦之相

關講座或研討會活動至少 2場次，該活動內容須與兒童正念教育或正念相關為主，其內容認

定需由學程設置單位事先認可，並由活動主辦單位核蓋單位章認證。 

六、申請與核可程序 

（一）申請程序： 

本校各研究所在校生，檢附修習學程申請書 1份，申請表須經所屬系所主管簽核後，向本學

程設置單位提出申請。 

（二）申請時間：每學期加退選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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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本碩士班決定。 

（四）核可程序： 

學生於畢業前完成本學程修習相關規定要求時，應主動於畢業前 1個月通知本學程設置單位，

並檢附中文歷年成績單，向本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

給學程證明書。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之。 

八、本要點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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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正念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5.9.20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五、修習相關規定 

(一) 本學程至少應修學分 21學

分，且其中需包含核心課程至少 15

學分，基礎課程修習至少 6學分。 

五、修習相關規定 

(一) 本學程至少應修學

分 24學分，且其中需包含

核心課程至少 15學分，基

礎課程修習至少 9學分。 

基礎課程領域修習學分

修訂為 6 學分，學程總學

分隨之修訂為 21學分。 

 

 基礎課程新增 5 門科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教育創新與評鑑的心理學研究 （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創造力理論（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新增） 2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高層次思考教學研究（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多元智能與教育研究（新增） 3學分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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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育學系第 1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9 月 20 日（二）12 時 20 分 

地點：至善樓 502 研討室 

主席：陳主任碧祥                                    

出席人員：本系所全體專任教師、助教、教官及學生代表（如附簽到表） 

列席人員： 

請假人員：陳漢瑛老師（休假）、徐超聖老師（請假）、陳錫琦老師（請假） 

記錄：曾鈺雯助教 

壹、主席報告 

＜榮譽榜＞ 

一、本系今年教師甄試共有46人次之畢業生考上正式教師，成績斐然。謝謝老師們辛勤的教

導，特別感謝林偉文、徐超聖老師大力協助學生試教、口試的培訓，並恭賀同學們辛勤

努力終於有豐碩的成果。 

二、本系所今年教師檢定共 31 人報考，29 人通過，通過率為 93.33%(含大學部、教創碩班)，

高於去年 84％。 

三、本校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甄選，本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報考 5 名、錄

取 1 名；生命教育碩士班報考 1 名、錄取 1 名。 

＜共同＞ 

一、 105 年 9 月 7 日（三）下午 1:00 為「大一新生座談系所時間」，由主任、導師陳錫琦老

師對新生諄諄教誨並提醒大學生活重要事項，由助教說明課程架構、選課相關辦法;

並由系學會幹部與學長姐協助新生選課及輔導，學生們收穫滿滿、活動順利成功。 

二、 本系於 105 年 9 月 7 日（三）下午 2：00~3:00 辦理「大一新生懇親會」，由主任介紹

本系概況、畢業生通過教師檢定、教師甄試等之優良表現，以及近年本系積極爭取及

辦理公費生甄選等。本次共有 27 位家長前來，系主任與導師陳錫琦老師進行新生家長

座談，家長反應熱烈，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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