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70 行政會議 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12.25 
【調查時間】11.21-12.20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學術活動 
芝山咖啡館-第四場次：Design Differences：Issues,Practice and Contexts 12.3 
芝山咖啡館-第五場次：Holistic Self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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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味，豐田 5way－從社區營
造到鄉村創新教育」 

主持人:教育學系陳蕙芬老師 
主講人:顧瑜君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11.22 

教育學系「學年度芝山新秀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及
各分場主持教授 

11.23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Advancing the Study of 
Mindfulness:Intent, Methodology, and Contributions」 

主持人：教育學系陳錫琦老師 
主講人：Professor Huy P. Phan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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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實驗教育的師資培育」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 
主講人:黃志順校長  
(臺北市和平實驗小學)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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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 
主講人:周理慧老師 
       (新北市莒光國小) 
       陳惟明老師 
       (EECC 創始人) 

11.23、
12. 7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語文補救教學的質性紀錄」 
主持人:教育學系周玉秀老師 
主講人:王欣華老師 
(新北市平溪國小) 

11.25 

教育學系專題講座：「12年國民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
表現類型運動內容深究」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佑真老師 
主講人:許文桐老師 
(台北市萬興國小) 

11.25 

「探索正向教育系列工作坊」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坊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及張
郁雯教授 
帶領教師:樊舒琦訓練師 

11.30、
12.14-15 

明日教育藍圖：劍橋生活素養架構「The Cambridge 
Framework for Life Competencies in Education」 

主持人: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 
主講人:Ben Knight 總監 

(劍橋大學出版社) 
12.08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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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靜態成果
發表 

王淑芬主任、曾慧佳老師 11.28-30 

臺北大學社科院 USR 計畫團隊交流 
王淑芬老師、王安民老師 
臺北大學社工系曾敏傑教授 

12.13 

3D繪圖實務與應用 
主持：王安民老師 
主講：王文凱先生 

12.05 

社發系學習及實務經驗分享 韓沂芳系友 12.11 
酷課雲教學動畫製作 周鳳美老師、曹曦老師 12.13 
都市更新與再生的實務經驗與學習策略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專員鄭博 12.18 



仁先生 
國小社會領域戶外教學設計工作坊 甘文淵老師、王淑芬主任 12.20 
專題研究探究學習~~~以古文明專題為例工作坊 張碧珊老師、曾慧佳老師 12.25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2019 特殊教育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 全系教師 11.30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從考生的觀點分享大五實習與教甄的準備 蔡涵嘉老師、吳芯霈老師 11.22 
從評審觀點談學前特殊教育教師甄試的準備 廖女喬主任 11.22 
食農教育主題課程的發展與特色 馮羿萍主任 12.11 
我在插角「遇」老街 邱琍貞主任 12.18 
故事說演在幼兒園教室中的實踐—以課綱為本的課程
實務分享 

周琬婷主任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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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至宜蘭縣蘭陽女中辦理
「提升弱勢高中學生入學機會」招生說明會，鼓勵進入
本校就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徐筱菁老師 

11.18 

配合本校招生組前往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辦理學士班招生說明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林曜聖老師 
陳宏彰老師 

11.21 

教育部蒞校進行原住民高等教育訪視： 
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在職專班 

11.28 

108-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School designs that cultivate middle leadership capacity 

Darren Anthony Bryant 副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
系 

11.29 

2019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台北場 
主題：「校長領導的專業圖像」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1.30 

協助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至金門縣金門高中辦理
「提升弱勢高中學生入學機會」招生說明會，鼓勵進入
本校就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徐筱菁老師 

12.02 

108-1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 
主題：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組織、運作與功能 

姜志俊律師   
消基會前董事長 

12.03 

2019 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澎湖場 
主題：「校長領導的專業圖像」 
地點：澎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視聽室（澎湖縣馬公巿
自立路 21號視聽室）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2.07 

文教法律碩士班新進教師面試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2.09 
108-1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中國教育史研究回顧與前瞻 

周愚文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12.12 

協助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至臺東市臺東體中、臺
東市臺東女中辦理「提升弱勢高中學生入學機會」招生
說明會，鼓勵進入本校就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徐筱菁老師 

12.10 

協助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預計前往基隆市安樂高
中、基隆市暖暖高中、基隆市基隆高中、基隆市中山高
中及宜蘭縣羅東高中，辦理「提升弱勢高中學生入學機
會」招生說明會，鼓勵進入本校就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徐筱菁老師 

12.12-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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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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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人機介面—對話式互動介面設計」 
張榮貴博士(人工智能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 

11.27 

專題演講「我國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問題與改革」 
黃嘉莉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
資培育學院) 

12.4 

專題演講「數位教學設計多元應用與觀摩」 
張淑萍副教授（致理科技大學創
新數位教學中心主任、多媒體設
計系） 

12.11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職涯歷程與市場調查職務內容介紹 汪敬傑 11.27 

我們的協力夥伴-臨床心理師 
饒家榮 臨床心理師(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 

11.21 



當男人遇上愛情 涂耀丰 城男舊事心驛站心理師 11.26 

青少年的性與愛情 
施惟友 桃園助人專業促進協會
心理師 

12.3 

多元媒材工具在實務工作上的應用 
張仁典 雲林縣虎尾國中專任輔
導教師 

12.3 

他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網路戀愛心理學 
程威銓（海苔熊）網路知名科普
心理作家 

12.10 

系主任至香港樹仁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孫頌賢 
11.29-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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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教育培訓工作坊-「恆毅力」 11.23 
教育學系「第 32屆童歡會-環遊世界大冒險」校慶活動 11.30 
參與中正大學主辦之 2019「全育盃」競賽 11.30 
正向教育培訓工作坊-「復原力」 12.07 
教育學系系學會「六系聯合聖誕晚會」活動 12.1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109 級社會與區域發展實習課程分享會 12.17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R&B紅與黑的碰撞(6 系聯合聖誕晚會) 121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幼教✖資科 聖誕傳情 12.9-13 
六系聯合聖誕趴 (幼教 x 教育 x 特教 x 兒英 x資科 x 音樂)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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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於 12月 16日(一)假本校大禮堂辦理教經之夜「經夜殺機 一教高低」活動 12.16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卡諮心聚點-卡拉 OK 暨大型家聚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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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翠華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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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呂翠華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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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錡寶香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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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錡寶香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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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呂翠華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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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呂翠華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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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錡寶香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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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錡寶香 
基隆市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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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 

蔡欣玶 學年度鑑定安置會議 11.25 

錡寶香 
高雄市年度第 3 次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生初步評估鑑定安置
會議 

11.25 

詹元碩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學年度
第 1次會議 

11.25 

林秀錦 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議 12.2 
鄒小蘭 臺北市 109學年度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籌備會議 12.3 
錡寶香 學年度鑑定安置會議 12.5 
詹元碩 「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視覺障礙學生教育輔具中心(109-112 年)」採購評選 12.6 



會議 
林秀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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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錡寶香 高雄市年度第 3 次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12.12 
陳介宇 109年度桃園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計畫評選委員會議 12.12 
呂翠華 宜蘭縣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第 1次團務會議 12.18 
陳佩玉 宜蘭縣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第 1次團務會議 12.18 
錡寶香 學年度鑑定安置會議 12.19 
錡寶香 基隆市年度第 2 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12.20 
呂翠華 基隆市年度第 2 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12.20 
陳佩玉 基隆市年度第 2 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12.20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喬虹 擔任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2019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主題論壇主持人 11.23 

喬虹 
參與教育部年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
訓課程 

11.2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