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69 行政會議 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2019.11.27 
【調查時間】10.21-11.20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教師 
評審委員
會議 

1.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兼任教師。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兼任講師補續聘案。 
3.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兼任講師改聘兼任助理教授案。 
4. 本院各系所教授申請教授休假進修研究案。 
5. 教授升等兩案。 

10.23 

院課會議 1. 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新增二門選修科目。 10.30 
院教師 
評審委員
會議 

1. 本院教師申請升等案相關行政程序案。 
2. 教授申請著作升等教授乙案。 

10.30 

院務會議 

1. 教育學系「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實施要點」修訂案。 
2. 教育學系「實驗教育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訂定案。 
3.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校外專業實習作業辦法」訂定案。 
4.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案。 
5.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國內校外專業實習作業辦法」訂定案。 
6. 心理與諮商學系「學士班國內校外專業實習辦法」訂定案。 
7. 有關本院各系所規劃增設/調整院、所、系、學位學程之意願案。 
8. 有關研發處擬定之「本校彈性薪資作業要點」修正案。 

11.13 

學術活動 
芝山咖啡館-第二場次：從澳洲研究經驗談國際素養的建構：論述、認同、文化 10.29 
芝山咖啡館-第三場次：跨文化溝通的藝術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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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瑜伽脈輪鍛鍊與學生的學習及情緒
管理」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佑真老師 
主講人:林崇銘講師 
(社團法人阿南達瑪迦瑜伽靜坐
協會秘書長) 

10.21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教育雲於教育上之應用」 
主持人:教育學系賴秋琳老師 
主講人:黃鈺晴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 

10.30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Google Classroom 在英語課上之應
用」 

主持人:教育學系賴秋琳老師 
主講人: 葉中如老師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1.6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從阿德勒的眼睛看課程與教學」 

主持人: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 
主講人:楊文貴博士 
(人文展賦基金會創辦人、本系退
休副教授) 

11.11 

「探究式學習工作坊」-課程主題為「探究學習課程培養
自主學習者」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帶
領教師: 基隆市仁愛國小 
林心茹老師、葉淑卿老師 

11.2 及
16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鳥目國北】社發系空拍機工作坊，共四場次 講師：包傳仁老師 
10.21、
22、 
28、29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院 USR 計畫參訪 
主持：王安民老師，主講：北大
社科院 USR 團隊 

11.8 

三峽社區營造參訪觀摩 主持：王淑芬老師， 
主講：三角湧文化協進會 

11.21 

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參訪 主持：洪士峰老師， 
主講：中壢五號倉庫藝文基地 

11.23 

教育部各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聯合成果研討會 本校：王淑芬主任、曾慧佳老師、 11.2 



國小教師：曹曦老師、陳奕廷老
師、洪晨瑜老師 

社會領域素養導向教材教法研發成果發表會 II 

本校：曾慧佳老師 
校外專家學者：涂慶隆老師、 
國小教師：高美玉老師、黃柔毓
老師、徐敏慈老師、陳奕廷老師、
林家暐老師 

11.13 

國小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專家諮詢會議 

本校：王淑芬主任、周鳳美老師、
王大修老師、 
校外專家學者：郭大玄老師、丁
志堅老師、涂慶隆老師、江孟佑
校長 

11.18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我把故事當飯吃 吳其鴻老師 10.22 
幼兒園的組織與運作 章寶瑩園長 10.24 
例行性活動的規劃與落實 曾慧蓮老師 11.6 
幼兒教育新視野，青銀共創說故事--以搖滾爺奶社會企業
為例 

林宗憲先生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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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 
主題：設計師談 CI 

藍鼎清設計總監 
振宇五金 

10.23 

108-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評析 

高元杰 
新北市督學 

10.26 

108-1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 
主題：長照產業現況 

曾筱芸營運長 
盤古銀髮股份有限公司 

10.30 

108-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國民教育階段實施教育劵之分析研究 

秦夢群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
究所 

11.7 

108-1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 
主題：永續循環經濟的思與做 

吳界欣 
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理 

11.13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新竹建功高中招生宣傳 林俐緯助教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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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式專題導向學習」創評日碩班遊中學-參訪活動 10.23 
正向教育培訓工作坊-「自我認識」 10.26 
正向教育培訓工作坊-「自我調整」 11.3 
教育學系系學會「蘋果寄情」活動 11.18-2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兒童產業實習成果展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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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於台北市內湖區成美右岸河濱公園，辦理「我的制服 教你吃經」迎新制服派對暨系
烤活動。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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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傳所 108-1博士班資格考 
10.18 、
10.25 

 

  教  師  動  態（學術活動、研究發表、社群服務） 

教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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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偉文 
辦理「培育師資生『創造性轉化』素養之專業學習社群」國語、數學共備社
群及讀書會 

10.26 
11.9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柯秋雪 108學年度鑑定安置會議 10.21 



詹元碩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10.23-25 

鄒小蘭 
研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第 2 期計畫第
2次會議 

10.28 

林秀錦 108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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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錡寶香 「108年度原住民族語扎根補助計畫」收托幼兒族語能力評估諮詢會議 11.6 

錡寶香 108學年度鑑定安置會議 11.7 

蔡欣玶 108學年度鑑定安置會議 11.11 

錡寶香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第 1梯次基北區鑑定會議 
11.12 

錡寶香 
108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第 1次基北區個案審查會議 
11.12 

呂翠華 108年度宜蘭縣特殊教育諮詢會第 10屆第 2次會議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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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 
11.14 

鄒小蘭 
107學年度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學(部)特殊教育評鑑工作檢討

會議 
11.14 

錡寶香 108年度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第 10屆第 2次會議 11.15 

林秀錦 108年度宜蘭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第 10屆第 2次會議 11.15 

吳純慧 台北市 108學年度第 1學期視覺障礙在校學生鑑定及安置會議 11.18 

吳純慧 
台北市 109學年度視覺障礙學生安置台北市啟明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等

備會議 
11.18 

呂翠華 
基隆市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民小學及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轉介鑑定
安置會議 11.20 

呂翠華 
基隆市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中學及市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轉介暨 109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鑑定會議 

11.20 

錡寶香 
基隆市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民小學及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轉介鑑定
安置會議 

11.20 

錡寶香 
基隆市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中學及市立高中身心障礙學生期中轉介暨 109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鑑定會議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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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淑卿 至澎湖參加前導學校跨領域課程工作坊 10.24-25 
周淑卿 參加上海國際課程論壇(發表論文)、華東師範大學演講 10.31-11.4 
周淑卿 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交流 1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