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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6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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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教經系洪福財老師、課傳所林所長佩璇(請假)、 

教育系陳主任碧祥、教育系張郁雯老師、幼教系蔡主任敏玲(請假)、 

幼教系吳君黎老師、特教系錡主任寶香、特教系柯秋雪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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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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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教學優良獎候選
人遴薦辦法」修訂案，

提請 討論。 

一、 第四條修正為： 
院教學優良獎候選人推薦名單之產生： 
一、 本院提供系所「教師教學優良獎第一階

段名單」，名單產生方式請見本校「教
學優良獎設置辦法」第五條。各系所可
依第一階段名單，亦可納入未在第一階

段中之教師，共推薦 1至 2名教師為院
候選人名單。 

二、 系所推薦之教學優良教師，本院頒予「教
育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狀以茲鼓勵。 

三、 照案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教育 

學院 

於 4 月 27 簽
請校長核定完

成。 

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擬修正「研究生
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
要點」，提請 討論。 

一、 第七條第(一)項，修正錯字為：「始」得

申請。 
二、 第十五條修正為：提送院務會議備查通

過後實施。 
三、 修正後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課傳所 

於 4 月 27 簽
請校長核定完
成。 

3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教育傳播與科
技碩士班論文計畫與
學位考試作業要點」修
訂案，提請 討論。 

一、 第二條第(一)項第 3款修正為：每位專

任老師指導博士班學生累計最多 4人、
碩士班(含日間班及在職專班)學生最
多 12 人。每位兼任教師指導研究生總
人數以 4 人為上限(含日間班及在職專
班)，且每班以 2人為上限。 

二、 修正後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課傳所 

於 4 月 27 簽
請校長核定完
成。 

4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圖畫故事書賞析基
本能力檢定實施要點」
修訂案，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幼教系 

於 4 月 27 簽
請教務處備查
完成。 

5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說故事基本能力檢
定實施要點」修訂案，
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送教務處備查。 幼教系 

於 4 月 27 簽
請教務處備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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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學系與特殊教育
學系擬新增「補救教學

學分學程」案，提請 討
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系 

本案提送 106
年 5 月 21 日

教務會議審議
完成。 

二、 工作報告：(106.05.31 行政會議)主席報告：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教評
審會議 

1. 心理與諮商學系、社會與與區域發展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共
2 案。 

2. 課傳所、教經系、幼教系、教育系、心諮系教授 106 學年度教授休假進修研究案，
共 6 案。 

4.19 

院務 
會議 

1. 修訂本院「教學優良獎候選人遴薦辦法」案。 
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修正「研究生博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與「教育傳

播與科技碩士班論文計畫與學位考試作業要點」案。 
3.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圖畫故事書賞析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要點」與「說故事

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要點」案。 
4. 教育學系與特殊教育學系新增「補救教學學分學程」案。 

4.26 

院課 
委會 

1.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新增 106 學年度碩士班專門課程案。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新增 106 學年度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一門課程案。 
3.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修訂 106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案。 
4. 特殊教育學系 106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入學課程架構案。 
5. 教育學系修訂 106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結構案。 
6.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06 學年度博士班、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教育傳

播與科技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調整事宜。 
7.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6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架構暨課程計畫表修訂」案。 
8.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6 學年度「日間碩士班」課程計畫表修訂案。 
9.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6 學年度「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及「社

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班（週末假日班）」課程計畫表修訂案。 

5.3 

院教評
鑑會議 

1. 教師當次免評鑑案共 1 案，評鑑案共 4 案。 5.18 

活動 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學分學程-招生說明會。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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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在偏鄉系列講座─「擁抱世代從教育開始」 陳碧祥/TFT 創辦人劉安婷 5.4 
愛在偏鄉系列講座─「教師之路的多元想像」 陳碧祥/徐凡甘老師 5.4 

愛在偏鄉系列講座─「偏鄉需要怎樣的好老師」 陳碧祥/黃孟熙老師 5.4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返農村生活 
方子維 

音樂米創意產銷企業社農夫/
社長 

4.26 
1:30-3:30pm 

社區經濟與實踐：建構飲食正義的社會 
謝昇佑 

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負
責人 

4.26 
3:30-5:30pm 
 

遊客量之影響因素探討 蘇愛媜 4.29  10:10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幼兒園領導策略實務 章寶瑩園長 4.19 
幼兒園教保課程活動大綱與 IEP 目標的關係與轉化運用 翁巧玲老師 4.20 
幼兒園防災教育與災害應變措施 李文正博士 4.27 
從客語、原住民語到都會文化—我的幼兒多元文化實踐
經驗 

盧瑞隆老師 5.3 

社會的創新與學習 鄭婉琪女士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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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文教法律領域新聘教師於 106 年 4 月 24 日(一) 下
午進行第二次聘任作業，未錄取應徵者。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4.24 

106 學年度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在職進修澎湖班招生面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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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本系與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前教育學院師生進行學術
交流暨座談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5.2 

本系辦理「兒童課後照顧人員專業培訓」，中華民國兒
童課後照顧輔導協會共計 38 位人員參與培訓。 

孫志麟老師、林曜聖老師 5.6 

105-2 學期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 
主題：與微軟對談：他的經驗、你的決定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消費
通路事業群 
吳勝雄總經理 

5.9 

106 學年度校務經營班碩士學位在職進修面試考試。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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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論文檢索 
李俊湖老師(前國家教育研究
院籌備處教育人力發展中心
主任) 

4.24 

通識課程專題演講：重返里山-發現台灣小山村裡的生命
故事 

許鴻龍製作人/導演(視群傳播
事業有限公司) 

5.8 

專題演講：教師專業的另類途徑-公開課與競賽課 許育健教授(本校語創系) 5.12 
專題演講：「玩虛實，真行動」~AR、VR 之教學應用 張原禎老師(新北市德音國小) 5.19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如何成為專任輔導教師的學習經驗分享 姜怡君專任輔導老師 4.19 
壓力管理與生理回饋簡介 張如穎臨床心理師 4.25 
桌遊在諮商輔導實務上的應用 簡培凱諮商心理師 4.30 
諮商心理師在醫療系統的角色及未來發展之學習準備 呂弈熹組長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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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來樂愛你─系星光歌唱大賽 5.1 
系集會─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跟著心中的孩子，找回面對世界的勇氣」 5.9 
系遊─別跟我教勁 5.13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大學部星光歌唱比賽 4.21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前教育學院師生交流活動 5.2 
系學會選舉 5.2 
幼教系烤-幼烤教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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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大學部 108 級系學會正、副會長選舉開票日 4.24 
本系大學部於 106 年 5 月 4 日(四) 17:30 假本校大禮堂舉辦「EMocean」教經之夜活
動，感謝師生共同參與。 

5.4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心諮系星光大道【心生活運動】 5.3 
 

  教  師  動  態（學術活動、研究發表、社群服務） 

教師姓名 內容 日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教師社群--跨領域議題導向創新社群 第四次討論會 5.9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柯秋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教授入園指導 4.28 
李淑玲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班級教學視導 5.10 
楊宗仁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教授入園指導 5.11 
錡寶香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會議 5.12 
柯秋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教授入園指導 5.16 
呂金燮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獨立研究成果聯合發表會 5.18 
柯秋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教授入園指導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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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告案：有關 106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本院刻正上

簽與研發處索取最終送科技部之名單以及評量程序與標準，本院評審辦法將於下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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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案討論： 

 

案由１ 
本校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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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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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5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如附件三供參。 

決議 
本院推選教經系孫志麟老師、心諮系梁培勇老師為本院教師代表，將

名單擲送研發處綜企組。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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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 通知 

受文者：教育學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3日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有關本校 106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選聘委員乙案，敬請推選各學院之教

師代表，請  查照。 

 

說明： 

一、 依本校「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第二點規定，委員會由校長、

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學術研究表現傑出之副教

授以上教師代表各 2人，及校外委員 2至 3人組成之，以校長為主席。 

教育學院之教師代表由貴學院院務會議推選，各學系至多 1名，任期為 1

學年，得連任。 

 

二、 敬請教育學院協助依規定推選 106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之學院教師代表

（任期自 106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止），推選名單請於 106年 6

月 30日（星期五）前擲送研發處綜企組(行政大樓 700A室，分機 85050)彙

辦。 

 

三、 檢附 104及 105學年度各學院教師代表名單供參(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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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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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序號 代表性 姓名 職稱 

104 1 當然委員 張新仁 委員 

104 2 當然委員 楊志強 委員 

104 3 當然委員 蔡元芳 委員 

104 4 當然委員 郭麗珍 委員 

104 5 當然委員 吳毓瑩 委員 

104 6 當然委員 郭博州 委員 

104 7 當然委員 賴慶三 委員 

104 8 校內委員－教育學院教師代表 孫志麟 委員 

104 9 校內委員－教育學院教師代表 蔡敏玲 委員 

104 10 校內委員－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代表 林于弘 委員 

104 11 校內委員－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代表 羅森豪 委員 

104 12 校內委員－理學院教師代表 盧玉玲 委員 

104 13 校內委員－理學院教師代表 翁梓林 委員 

104 14 校外委員 周愚文 委員 

104 15 校外委員 郭斯彥 委員 

104 16 校外委員 陳登武 委員 

 

學年度 序號 代表性 姓名 職稱 

105 1 當然委員 張新仁 委員 

105 2 當然委員 楊志強 委員 

105 3 當然委員 周志宏 委員 

105 4 當然委員 朱子君 委員 

105 5 當然委員 吳毓瑩 委員 

105 6 當然委員 郭博州 委員 

105 7 當然委員 賴慶三 委員 

105 8 校內委員－教育學院教師代表 蔡敏玲 委員 

105 9 校內委員－教育學院教師代表 呂金燮 委員 

105 10 校內委員－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代表 林志明 委員 

105 11 校內委員－人文藝術學院教師代表 林詠能 委員 

105 12 校內委員－理學院教師代表 游象甫 委員 

105 13 校內委員－理學院教師代表 王學武 委員 

105 14 校外委員 周愚文 委員 

105 15 校外委員 蔣丙煌 委員 

105 16 校外委員 郭鴻基 委員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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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修讀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輔系實施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檢附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修讀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輔系實施要點」修正要點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

附件 2。 

二、 本案經 106年 5月 8日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3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記錄如附件 3。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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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服

務學習(三)實施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檢附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服務學習(三)實施要點」修正要點如附件 1。 

二、 本案經 106年 6月 5日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4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會議記錄如附件 2。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附帶決議：建請學務處修訂服務學習母法時，考量服務學習(三)的學分

認定時間點，包含學生全部在學期間。 

提案單位：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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