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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課程 
會議 

1. 心理與諮商學系調整 109學年度大學部選修課程「正向心理學」改為 3學
分。 

2.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新增 109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專門課程各 1門。 
3. 心理與諮商學系擬將碩士班課程「親職教育專題研究」修改課程名稱為「親

職諮詢與教育專題研究」。 
4. 特殊教育學系更改 109學年度大學部必修課及新生課架案。 
5.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9學年度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調整課程結構與教

學科目。 
6.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9學年度新設課程 2門。 
7. 教育學系修訂 109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教育創新與評鑑日夜碩士班、生命

教育日夜碩士班課程計畫案。 
8.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09學年度學士班課程科目新增及必修學分數增加為

38學分。 
9.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修訂 109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計畫」。 
10.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修訂 109學年度「社會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班（週末

假日班）」課程計畫暨畢業學分數。 
11.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修訂 109學年度「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夜

間班）」課程計畫畢業學分數」案。 
1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調整 109學年度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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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13. 心理與諮商學系提報「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課程」之課程規畫

補正申請。 

4.22 

院務會議 

1. 教育學系修訂「碩士論文審查暨口試作業要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
學系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 

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修訂「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作業要點」、「教保
專業知能學分學程設置要點」案。 

3.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修正「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4. 本院審議新聘各級專任教師專長取向分類門檻標準案。   
5.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擬建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

施要點」修訂案。 

5.6 

學術活動 
108-2[芝山咖啡館]第三場次：走向南半球的國度：我在澳洲的看見與想像 4.21 

108-2[芝山咖啡館]第四場次：Difficulties, challenges and triumph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tertiary establishments within Taiwan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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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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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專題演講「素養導向的體育教學與設計」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佑真老師 
主講人: 陳建廷老師  
       (國北實小學務主任) 

 5.1 

專題演講「都市社區的學校、家庭與社區關係及辦學經營
-以板橋國小為例」 

主持人:教育學系潘慶輝老師 
主講人: 林義祥校長  
       (新北市板橋國小) 

 5.7 

精進師培子計畫「探究式專題導向學習」之「媒體素養力
工作坊」(一)「用議題看媒體」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 
主講人:陳珮云老師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4.25 



   專案企劃)        

精進師培子計畫「探究式專題導向學習」之「媒體素養力
工作坊」(二)「媒體教學設計守則」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 
主講人:劉慧雯教授(政治大學新
聞學系系主任)        

 4.25 

精進師培子計畫「探究式專題導向學習」之「媒體素養力
工作坊」(三)「用議題看媒體」及 (四)媒體素養教案引導
與發想 

主持人: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 
主講人:張嘉倫老師       (新北
市北新國小)  

  
5.11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實習課程演講 I 
大家都說電商夯- 我在夯夯電商圈的打怪人生 

何志芸/SHOPLINE 客戶經理  5.5 

實習課程演講 II 
社發畢業生跨「域」學習的挑戰與契機 

劉晏禔/本系系友  5.12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雙重特殊生的身心發展與輔導 袁純 4.23 
特教教師與普通班教師以及相關人員合作評量與教學 林湘琪老師(臺北市蓬萊國小) 5.13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團體討論文化的建立與引導 曾慧蓮老師 4.21 
教具的設計與如何跨領域教導小朋友 徐敏碩、吳柏翰 4.28 
過關斬將秘招秘笈 章寶瑩園長 5.4 
量化和行動研究的策略、方法、執行的經驗分享 楊珮琳老師 5.4 
運用 UDL之大肌肉活動設計 賀葳物理治療師 5.5 
遊戲場發生什麼事？ 周慧茹老師 5.6 
量化和行動研究的策略、方法、執行的經驗分享 黃宛玲老師 5.11 
兒童文教活動實務企劃分享-華人地區跨境服務為例 楊遵隆理事長 5.14 
一位心理師在家庭系統中的現身 許惠淳臨床心理師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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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面試(澎湖) 
新生報到暨新生座談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5.9 

108-2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主題：「問題一直在 ~談非原鄉地區的原住民族教育」 

高元杰 退休校長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校長 

5.11 

芝山博學術研討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芝山博學會 5.16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魏氏智力測驗在臨床醫療場域與心理衡鑑實務上的應
用」講座 

李侑昀臨床心理師 5.19 

「家暴與性侵害工作常見倫理議題」講座 潘琴葳諮商心理師 5.7 
 

學  生  活  動 

內容 日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第一次用空拍機就上手」工作坊  5.19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系學會選舉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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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與 AIR 的距離-我的 Kebbi Air探究與實作」 
主講人：張原禎(新北市德音國小資訊教師) 

 4.22 

專題演講「Webduino、IoT與萬用遙控」 
主講人：張原禎(新北市德音國小資訊教師) 

 4.29 

專題演講「教科書與教育雜誌編輯的要領與異同」 
主講人：黃崇城(牛頓出版社發行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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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秋雪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前融合教育課程暨教學方案 4.21 

鄒小蘭 
「台北市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藝術才能舞蹈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鑑定」第二
次會議暨書面審查及特殊應考服務審查會議 

4.21 

詹元碩 108-2大專校院特殊需求學生鑑輔分區會議 4.22 
呂金燮 宜蘭縣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複選綜合研判」會 4.27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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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
第 2次會議 

4.30 

林秀錦 
連江縣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置-綜合研判會
議 

5.2 

林秀錦 連江縣 108年度第 2 學期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5.7 
柯秋雪 「特教法修法專案計畫」學前特教工作小組會議 5.8 
陳介宇 「特教法修法專案計畫」學前特教工作小組會議 5.8 
吳純慧 臺北市 108學年度第 2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視覺障礙組)鑑定會議 5.15 
呂金燮 宜蘭縣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檢討會議 5.29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喬虹 
參與高教評鑑中心辦理之「108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鑑書面
審查會議」 

5.18 

喬虹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辦理「2020同性婚姻法制化周年工作坊」主講人 5.16 
喬虹 參與台師大生態諮商學社群聚會 5.4 
喬虹 參與美國心理學會 Div.17 國際組線上會議 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