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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北市立大學教評所暨校長中心所友會 

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暨第一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2月 6日（星期一）下午 6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 G415室 

參、會議主席：陳理事長清義         記錄：秘書處 莊乃霖 

肆、主席致詞 

伍、會務報告 

一、有關本（106）年度會務運作及經費運用說明。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106）年度新入會會員資格同意與否，提請討論。 

說  明： 

1、本（106）年度新入會會員共計 41位，入會資料詳如附件一。 

2、依據所友會組織章程第七條規定辦理。 

決  議： 

1、有關本會章程中所指「在校會員」係指在校就讀中，且無全

職工作者，無需繳納會費，即可申請在校會員身分，然在校

生若已具有全職工作者，則需繳納會費，申請一般會員或永

久會員。 

2、本會組織章程第七條所指「中小學校長培育及專業發展中心」

含括現今校長培育班及初任校長導入方案，在校學員或畢結

業生皆可申請加入本會。 

3、同意本案所提 41名新會員之入會申請。 

 

案由二：本（106）年度預定針對校長遴選、評鑑所碩博士生資格考、

投稿及教師甄試等，分別辦理座談會，提請討論。 

說  明： 

1、邀請候用及現任校長參加座談，並由曾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之

委員擔任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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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邀請師長、學長姐針對評鑑所在職學生進行碩博生資格考、

投稿及教師甄試等，進行經驗分享。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106）年度常務理事業務小組分工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依據業務性質及未來發展方向劃分為會務組、服務組、

活動組及資訊組，由常務理事及理事分別編組，負責各項業

務之推展。 

決  議：業務小組分工如下： 

1、 會務組：連寬寬、黃月麗、賴婷妤、鄭福來。 

2、 服務組：劉碧賢、胡慧宜、丁一航。 

3、 活動組：陳素蘭、謝翠娟、羅永治、王佳蕙。 

4、 資訊組：林芳如、陳滄智、陳顯榮。 

 

柒、臨時動議 

案  由：關於會務經費編列之聯誼項目，得否用以聘任講師並支給講

師費用？ 

決  議：本會經費編列之聯誼活動項目可含括會員情感交流互動或專

業成長…等聯誼活動，為因應活動規劃，若有聘任講師或教

練等需求，則以此項目核實支付。 

 

捌、散會（下午 7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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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新會員名單列表 

序
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入會身分 會員類型 

1 劉娳娜 女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幼兒園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 林淑菁 女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支援教師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3 許進富 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支援教師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4 柯秀英 女 新北市昌平國小 教學組長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5 尚漢鼎 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衛科 支援教師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6 
李昭璇 女 教育部 科員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
畢業生 

一般會員 

7 
匡秀蘭 女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教科 

支援教師(候
用教師)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8 高麗鳳 女 萬芳國小 校長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9 尤惠娟 女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組長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10 卓靜敏 女 臺北市內湖國小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11 陳熔釧 女 臺北市景興國小 校長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12 方慶林 男 新北市安坑國小 校長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一般會員 

13 陳政暉 男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一般會員 
14 張正霖 男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國小 校長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一般會員 

15 李亦欣 女 臺北市永吉國小 教務主任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一般會員 
16 陳培章 男 臺北市蓬萊國小 校長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17 邱馨儀 女 南華大學幼教系 助理教授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在校生 一般會員 
18 滕彩瀞 女 新北市秀峰高中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19 郭玫孜 女 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小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0 黃燕玲 女 後埔國小 導師 

 
一般會員 

21 林育霙 女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2 洪文君 女 新北市立五股幼兒園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3 黃靖雅 女 康寧國小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4 顏蘭茜 女 臺北市松山區民族國小 幼教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5 林呈隆 男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 總務主任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6 劉品君 女 螢橋國中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日間班碩士生 一般會員 
27 彭勝棫 男 桃園市楊梅區楊心國小 輔導主任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8 羅志鵬 男 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小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29 徐霈涵 女 新北市立新北高工 特教專任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30 吳淑絹 女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人事主任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31 吳季琪 女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組員 

 
一般會員 

32 
李家旭 男 臺北南港區修德國小 校長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含初任校
長導入班結業生】 

一般會員 

33 林秀勤 女 臺北市木柵國小 校長 
 

一般會員 
34 
褚希雯 女 臺北市銘傳國小 校長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含初任校
長導入班結業生】 

一般會員 

35 
李之法 男 臺北市蘭雅國小 校長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
生、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 

一般會員 

36 
廖益賢 男 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小 校長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含初任校
長導入班結業生】 

一般會員 

37 
陳毓卿 女 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小 教師兼主任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含初任校
長導入班結業生】 

一般會員 

38 
陳茜茹 女 教育局終身教育科 借調支援教師 

中小學校長培育中心畢業生【含初任校
長導入班結業生】 

一般會員 

39 丁一航 男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校長 初任校長導入班結業生 一般會員 
40 陳順和 男 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小 校長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一般會員 
41 賴珮珊 女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教師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生 一般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