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205行政會議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111.11.30 

【調查時間】10.21-11.20  

 

院  務  工  作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教評審 

會議 

1.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在職專班訂定「專業實務

報告實施辦法」。 

2.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審查暨學位考試作業要點」修訂案。 

3. 教育學院 「教學優良獎候選人遴薦辦法」修訂案。 

10.26 

院課會議 

1. 特殊教育學系擬修正「112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結構及教學科目」案。 

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

(111.5.18)決議。 

3.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12 學年度博士班、碩士班及在職碩士

班課程架構。 

11.2 

    

學  術  活  動 

主題 主持.主講.參與人 日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景觀與藝術之間的距離 
蔡頤靜/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0.26 

台灣自古即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嗎？ 李筱峰教授 10.28 

如何不補習就考上都市計畫公務員 陳品瑜小姐 11.02 

從景觀工程實務談景觀學習策略 
林煥堂/新綠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11.07 

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專題演講活動 

社會領域教材教法新思維-以南一版中年級教科

書為例 

南一出版社國小社會領域召集

人楊恩慈 校長 
10.21 

社會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專題演講活動 

108課綱康軒版國小社會領域中年級教材設計與

教學 

新北市光華國小陳香吟  

老師 

臺北市銘傳國小 

陳彥如 老師 

10.28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作為經濟整體的東協--從教育的觀點來看 
王尚文博士(泰國格樂大學國際

學院藝術系助理教授) 
10.28 

智慧系統應用與大腦學習力 林坤燦、彭子昕、詹元碩 11.5 

2022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 吳純慧 11.5 

探索兒童神經醫學 張通銘 11.20 

融合教育實務分享 王莉秋老師(北市和平實驗國 11.7 



小) 

溝通訓練 張旭志(語言治療師)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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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芮昀老師、黃崴老師 10.21 

學前特教師甄試準備之經驗分享 李芸老師、許幼蕾老師 10.21 

運用幼兒園課綱之教學實踐經驗分享 莊邠如老師 10.24 

學習指標的理解與運用 曾慧蓮老師 10.25 

由補充性走向支持性：培力婦女與兒少家庭的服

務方案 
董文琄督導 11.03 

幼兒教保行政專題座談 劉明超副局長 11.10 

跨文化移動的緬華家庭：來自緬甸但不是緬甸人

的一本萬利 
楊萬利老師 11.15 

幼兒教保機構管理與經營之企劃-應用服務行銷

理論 
廖繼蕾執行長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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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文教法律碩士班辦理改制案師生座談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24 

111-1「披薪袋月」系列演講 

主題「品牌經營」與「企業永續發展」 

主持人：劉怡華老師 
主講人：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長、全國創新創業會陳清港總會

長 

10.28 

111-1「原住民生活與法律」系列演講 

主題「只是借用一下東西為什麼變成竊盜犯？

(竊盜罪)」 

主持人：鄭川如老師 
主講人： 
李韋辰 律師 

10.29 

111-1產官學系列講座 

主題「你的力量超乎想像–Design for Change 學

習法」 

主持人：陳宏彰老師 
主講人： 
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
鄧涵文講師 

11.01 

111-1產官學系列講座 

主題「職涯轉換歷程中的學習策略」 

主持人：陳建志老師 
主講人： 
活動夢想家有限公司營運長/勵
活課程設計中心楊致中課程規劃
師 

11.03 

教經系專題講座 

主題為「知識圖譜學與文獻計量分析：以

CiteSpace應用於 1998-2022分布式領導為例"」 

主講人： 

陳建志老師 11.10 

111-1「披薪袋月」系列演講 

主題「國際承攬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主持人：劉怡華老師 
主講人： 

臺灣航空貨運運輸集團完永毅營

運長 

11.11 

111-1「原住民生活與法律」系列演講 

主題「欠錢不還，算詐欺媽？(詐欺罪)」 

主持人：鄭川如老師 
主講人： 
王泰翔律師 

11.12 

111-1產官學系列講座 

主題「消費爭議之申訴與調解實務」 
主持人：郭麗珍老師 
主講人： 11.16 



台北市政府法務局 
楊麗萍簡任消保官兼主任 

111 年教育部中小學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赴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小進行法治教育宣導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文教法律碩士班呂理翔老師 

11.17-

18 

2022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1.19 

 

學  生  活  動 

內容 日期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系學會「巧克力傳情」 10.17-26 

 

  教  師  動  態（學術活動、研究發表、社群服務） 

教師姓名 內容 日期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林佳芬、

徐佑萱、

周麗春 

111 年惜食料理食譜暨教案甄選活動榮獲惜食教案組「巧食金獎」作

品名稱：惜食，從「幼」開始 
10.22 

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陳佩玉 109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追蹤輔導會議 10.26 

詹元碩 

陳介宇 

十二年國教課綱轉化於教學現場融合教育課程實踐之研究第 3次諮詢

會議 
10.26 

詹元碩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錡寶香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林秀錦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柯秋雪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陳佩玉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鄒小蘭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陳介宇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吳純慧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蔡欣玶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鐘偉倫 111-1 基宜區大專校院特殊學生鑑定初審會議 11.1 

柯秋雪 

陳佩玉 
111年 03梯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市級書審會議委員 

11.1-

11.2 

錡寶香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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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身

心障礙學生鑑定第 1梯次基北區個案審查會議及分區鑑定委員會議 
11.4 

吳純慧 
112學年度視覺障礙學生安置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普通型及技術型高中

籌備會議 
11.9 



吳純慧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視覺障礙在校學生鑑定及安置會議 11.9 

鄒小蘭 112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鑑審事宜 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