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64 行政會議 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2019.6.26 
【調查時間】5.21-6.20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務會議 

1. 特教系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修讀特殊教育學系輔系實施要點」
案。 

2. 教育學系周玉秀老師、范利霙老師擬申請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床教學
案。 

3. 教育學院「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候選人遴選要點」修訂案。 
4. 教育學院各系所設備費分配原則案。 

5.29 

本院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推薦方式。 6.10 

院教評會議 

1. 心理與諮商學系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師聘任與升
等審查要點」。 

2. 教育學院各系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兼任教師續聘案。 
3. 心理與諮商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案。 
4. 特殊教育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案。 
5.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案。 
6. 教育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教學實習協同教學教師案。 
7. 特殊教育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教學實習協同教學教師案。 
8.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協同教學業界專家案。 
9. 特殊教育學系教師 108 年度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申

請案。 
1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林政逸副教授申請著作升等教授案。 
11. 教育學院 108 年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案。 
12. 教育學院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案。 
13. 教育學院 108 年度獎勵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申請案。 
14. 師培中心主聘教師薛婷芳副教授申請轉任回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案。 
15.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高士傑助理教授 108 學年度轉任師培中心主聘教師

案。 

6.12 

學術活動 
芝山咖啡館.異文化的視野.第五場次：從多元文化視角談中國的講學經驗 5.21 
芝山咖啡館.異文化的視野.第六場次：廣闊天空下的生活-美國生活經驗分享 6.4 

 

學  術  活  動 

主題 主持.主講.參與人 日期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談特殊學生的數學教育 
林承瑤教授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IU） 

6.4 

當我們玩在一起 陳燕靜老師(中和國小附幼) 6.6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幼兒園課程大綱：閱讀總綱和六大領域 
講題一：一起閱讀六大領域(一) 
講題二：一起閱讀六大領域(二) 

許秀萍老師 5.21 

幼兒學習評量的現場觀察與分析 高子婷老師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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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法專題研究課程辦理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暨校外參
訪活動，主題「磺泉探秘」 

李庚霖先生 
唭哩岸文化工作室創辦人 

5.22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 
主題「閱讀人生，教學人生」 

楊田林老師 
企業顧問講師 

5.29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原住民族與國際人權」 

鄭川如副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5.30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課程辦理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暨校外
參訪活動 
主題「高教評鑑中心在我國大學品質保證的角色與未來」  

詹盛如處長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品質保證處 

6.5 

學年度本系「碩博士班新生報到暨座談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6.5 



洪福財主任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從我國礦業開發看原住民族諮商同意參與權的實
踐」 

謝孟羽律師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原住
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6.6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2019 Summer Program」行前
說明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洪福財主任 
國家教育研究院張珍瑋老師 

6.12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暨校外參訪活動 
主題「高教產業工會與大學教師的勞動權益」。 

林柏儀主任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 

6.19 

學年度學士班二、三年級轉學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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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教學：談教學的恐懼與我教故我「不」
在」 

許宏儒(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
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5.23 

專題演講「敘事式的教育哲學探究」 
陳延興老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教授） 

5.30 

專題演講「Digital Lifelong Learning: Understand, Uncover, 
and Achieve Ourselves」 

涂志雄教授 Ph.D. Chih-Hsiung 
Tu 
(北亞利桑納大學教育專業系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 
NAU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pecialties) 

5.30 

專題演講「Cosmopolitanism:  Exploring Funds of 
Knowledge in Immigrant Families」 

Catherine 
Compton-Lily(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ofessor) 

6.10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專題演講：心理學與生活 
林以正教授（心突破股份有限公
司專業顧問） 

5.22 

專題演講：國小情緒障礙兒童的評估與處遇策略 張正之臨床心理師 5.13 

接待湖北高校學生工作骨幹團蒞臨本系參訪交流 

主辦單位：中華教育文化經貿促
進總會 

協辦單位：台灣心理劇學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系 

5.31 
6.14 

 

學  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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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之夜-特殊挑戰擂臺 5.21 
大四小畢典-少年維特的誘惑 6.13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花蓮原住民高中生招生參訪 5.30 
期末系全員大會 6.10 
大四送舊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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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班同學舉辦期末謝師餐會 6.6 
大學部謝師宴假西門町 amba 意舍酒店辦理 6.6 
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應屆畢業生舉辦謝師宴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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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學年度新生座談會 6.5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方法專題研討成果發表 6.18(二)上午 9~12 時 
級送舊「得意的一天」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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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佩玉 
「臺北市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會議」第
一次現場報告 

5.22 



陳佩玉 
臺北市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國小身心障礙在校學生情緒行為障礙組(五)鑑定及
安置會議 

5.24 

陳佩玉 
臺北市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國小身心障礙在校學生情緒行為障礙組(六)鑑定及
安置會議 

5.24 

錡寶香 「107 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校務評鑑」申復會議 5.24 
蔡欣玶 宜蘭縣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會議 5.27 

陳佩玉 
「臺北市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會議」第
二次現場報告 

5.27 

鄒小蘭 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教育配套計畫推動小組第 4 次會議 5.29 
林秀錦 本縣年度第一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議 5.29 

陳佩玉 
臺北市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國小身心障礙在校學生自閉症組(四)鑑定及安置會
議 

5.30 

錡寶香 107 學年度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學(部)特殊教育評鑑工作 5.31 

陳佩玉 
臺北市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國小身心障礙在校學生自閉症組(五)鑑定及安置會
議 

5.31 

錡寶香 基隆市 107 學年度第 6 次身心障礙學生臨時鑑定安置會議 6.4 
陳佩玉 
呂翠華 
錡寶香 

基隆市年第 1 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議 6.4 

林秀錦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前教育階段駐區特教資源服務整合實驗方案工作會議 6.5 

鄒小蘭 
敦請貴校鄒副教授小蘭擔任本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班級教學視導
委員 

6.5 

鄒小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資賦優異課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資優前導
學校總召大學與分區諮輔大學聯席暨表件討論會議 

6.5 

鄒小蘭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課程綱要」諮詢會 

6.5 

柯秋雪 107學年度第 2學期學前融合教育期末檢討會暨學年度第 1學期行前規劃會議 6 
鄒小蘭 107 學年度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學(部)特殊教育評鑑工作 6.14 

林秀錦 
新北市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前教育階段駐區特教資源服務整合方案期末檢
討暨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規劃會議 

6.17 

陳佩玉 年度基宜區大專校院到校輔導訪視-國立宜蘭大學 6.20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賴念華 參加參加日本 38 回臨床心理學大會論文發表(地點:橫濱) 6.7-9 
吳毓瑩 與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 Lisa Yiu 交流「多元文化案例教學」討論會 6.1 
吳毓瑩 台北市教育局候用校長訪評 福興國小 5.23 
吳毓瑩 法務部矯政署台北看守所 成癮受刑人生涯促進團體處遇 1 5.24 
吳毓瑩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婚姻伴侶關係 團體督導協同帶領 5.25 
吳毓瑩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讀書會研討協同帶領 6.1 
吳毓瑩 法務部矯政署台北看守所 成癮受刑人生涯促進團體處遇 2 6.3 
吳毓瑩 法務部矯政署台北看守所 成癮受刑人生涯促進團體處遇 3 6.10 
吳毓瑩 法務部矯政署台北看守所 成癮受刑人生涯促進團體處遇 4 6.14 
吳毓瑩 法務部矯政署台北看守所 成癮受刑人生涯促進團體處遇 5 6.17 
吳毓瑩 司法院法官學院家事調解個案研討 提案報告 6.13 
吳毓瑩 國泰世華銀行基金會張老師基金會合作幸福抱抱講座「情緒黑洞」 5.30 
吳毓瑩 北市大繪本跨域探究中心「我繪說故事—繪本跨域教學論壇」主持人 6.4 
吳毓瑩 本校芝山咖啡講座朱子君「開闊藍天美國生活」主持 6.4 
吳毓瑩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婚姻伴侶關係 團體督導協同帶領 6.8 
吳毓瑩 臺北市教育局候用校長評選人 6.12 
吳毓瑩 臺北地方法院程序監理人當事人會談 6.13 
吳毓瑩 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讀書會研討協同帶領 6.15 
蔡松純 帶領學生至 BabyHome 企業參訪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