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悲之理論及實踐—「芝山咖啡館」心靈對談系列
◎教育學院　吳麗君院長

本校教育學院於歲末舉辦「芝山咖啡館」

心靈對談系列專題活動，第二場講座於 111年
11月 29日 12:00∼14:00以線上方式舉行，本場
講座邀請到遠居美國的釋見護法師返臺主講，本

校陳錫琦副校長主持論壇。

釋見護法師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電腦學

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神經網路
電腦博士。法師多次指導禪七、短期禪修、教授

初中高級佛學課程、專題開示、宗教對談等二十

年，現居美國科州（Colorado）自修兼弘法。感
恩見護法師在匆促的行程中，慨允至本校進行演

講及對談，講題為「慈悲之理論及實踐」，報名

參與者將近 200人，打破芝山咖啡館創辦以來的
紀錄。

本活動在佛學造詣相當深厚的陳錫琦副校

長主持下，與談人來自不同領域，有專攻哲學的

教授，有深入心理諮商的研究者，亦有來自醫學

界的主任醫生，這是一場深入而跨界的精彩對

話，在對話的餘音繚繞中，我們感受到了強而有

力的慈悲，也同時掃除了諸多的無明。感恩見護

法師的慈悲護念。

2022第十三屆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領導：挑戰與展望」圓滿落幕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陳建志助理教授

今年第十三屆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於 11月 19日盛大舉行，現場教育行政學術與實
務領域來賓雲集，出席的來賓計有林騰蛟次長、

武曉霞司長、張明文局長、吳金盛專門委員、本

校陳慶和校長、吳麗君院長、張芳全主任、林新

發前校長及眾多教育領域學者專家、中小學校長

協會張信務理事長及其協會成員，以及現場兩百

多位教育工作者，共同成就本次理論與實務並

重、成長與發展共構的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由開幕式活動拉開序幕，開幕式由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進行影片致詞，潘部長提到在

後疫情時代全球議題造成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樣

態的改變，勉勵校長應扮演彈性應變的角色，引

領團隊穩健運作，教育部也會持續推動校長專業

發展支持體系，以更多元的教育體系讓校長們在

專業成長上有更多助力。本校陳慶和校長在致詞

時，感謝教育部及相關單位對本校及本研討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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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山咖啡館」第二場論壇講座「慈悲之理論及實踐」

於 111年 11月 29日舉行，結束後主講人釋見護法師
（右 4）與本校師長合影。（右 3陳錫琦副校長，左 3
吳麗君院長，左 2萬芳醫院吳明順主任醫師，右 1陳碧
祥老師，右 2孫頌賢老師，左 1唐功培老師）

 ▲開幕式時教育部潘文忠部長以影片致詞勉勵。



年的支持，也感謝中小學校長協會的協力，期盼

透過本研討會，有效連結學校發展與校長領導的

理論與實務，共同在後疫情時代為學生創發出更

美好的未來。

開幕式後為三場次的專題演講，首先為臺

北市政府吳金盛專門委員以「後疫情的未來學

習：挑戰與因應」、新北市政府張明文局長以

「新北教育領導實踐之回顧與展望」，以及美國

西北大學 Spillane教授以「Leading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 Reframing the principalship with a 
multilevel distributed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進行專題分享，而後為四個場次
十六組發表者的專業發表，全球社會因受疫情影

響，教育現場出現過往未曾出現的翻轉，數位轉

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數據協助教育治理等

新興議題同樣考驗校長於校務經營之作為，藉由

本次研討會的發表及討論，提供發表者及與會來

賓共同探究後疫情時代，校長專業領導之策略與

作為的專業平台。

研討會的結尾為校長專業發展與學校特色

經營之圓桌論壇，討論議題聚焦於校長關懷預警

制度、中小學校長專業素養實踐與發展、校長校

事會議工作坊執行進程等，藉由教育實務工作者

的分享交流、討論及分析現下相關之校長專業發

展與學校特色。同時，本次研討會亦有校長專業

發展與學校特色經營之壁報展覽，展現校長於辦

學及校務經營之特色。

本研討會由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本

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及相關夥伴機構共同辦

理，自 2009年迄今，共同規劃辦理十三屆校長
學學術研討會，對於校長學理論與實務的探究，

累積了許多豐富的成果，為校長培育與發展奠定

了堅實的基礎。過去十餘年來，已探討校長專業

之建構、校長的學習與學校改進、校長專業的

新未來—新課綱的積極對應、教育領導：邁向

2030等重要議題，本學術研討會主題緊隨社會
變遷中重要的教育議題與領導新知，搭建以「校

長學」為主的學術新知討論平臺社群，未來也會

逐年辦理，期許諸多學術與實務界的同好，在每

年的歲末於校長學學術研討會，一同分享、交

流與回饋，也期望本研討會的專題分享與論文發

表，能成為國內校長學研究與實踐的重點交流平

台，豐厚校長學發展之學理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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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發表會現場，眾多學

者專家出席踴躍。

 ▲研討會當天嘉賓雲集，圖為開

幕時教育部林騰蛟常務次長致

詞勉勵。（右 1教育部師藝司
武曉霞司長、右 3本校陳慶和
校長、左 4新北市教育局張明
文局長、左 3臺北市教育局吳
金盛專門委員）

 ▲開幕大合照。（前排右 3至左依序為武曉霞司長、林騰蛟常
務次長、陳慶和校長、張明文局長、吳金盛專門委員、吳麗

君院長）



《教育實踐與研究》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成果出爐

◎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

本校 TSSCI一級期刊《教育實踐與研究》
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補助 111年度「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本刊分
別邀請數位作者以影音及文字兩種方式，分享其

論文著作。影音部分係邀請過往 3位作者以影
片形式分享其學思歷程，並親身導讀其研究著

作，3位講者及題目分別為：(1) 2017年 12月出
刊之 30卷 2期本校教育學系黃鳳英副教授「兒
童正念教育方案對於改善注意力與憂鬱傾向之

效果  ；(2) 同期本校心理與諮商學系洪素珍副教
授「進出無言之間：兒童心理治療中鬼之意義

與兒童心理創傷」；(3) 2021年 12月出刊之 34
卷 3期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鄧宗聖教授「反思
Covid-19的虛假訊息：大學生批判框架轉化設
計之實踐行動研究」。目前 3部影片皆已完成錄
製剪輯，並已上架於出版與宣傳組官網。

文字的部份，則針對本刊有關本土化議題

之高引用或具重要性文章，擇定 5篇，請作者
重新撰寫長篇英文摘要，將英摘擴充成 1000字
到 1500字之文稿。5位作者及題目分別為：(1) 
2018年 6月出刊之 31卷 1期臺中教育大學教育
學系賴志峰教授「國民小學校長重建領導層面

及能力指標建構之研究：複合多評準決策的應

用」；(2) 2019年 6月出刊之 32卷 1期國立清
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呂秀蓮副教授「課

綱為本課程設計經驗之研究：以國中教師為對

象」；(3) 2020年 12月出刊之 33卷 2期本校教
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張芳全教授「教育、土地、資

本、勞動力與失業率對經濟發展影響的跨國研

究」；(4) 2021年 12月出刊之 34卷 2期中原大
學特殊教育系曾淑賢副教授「學前融合教育課程

調整模式之探討」；(5) 2021年 12月出刊之 34
卷 3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王嘉陵教授
「從喧囂走入寧靜：災疫時代的心靈自處之道

與靈性教育」。5篇稿件皆已撰寫完成並修潤完
畢，亦上架於出版與宣傳組官網。

為擴大本刊學術影響力，本刊並於製作完

 ▲本校黃鳳英老師分享學思歷程，並導讀其著作：

「兒童正念教育方案對於改善注意力與憂鬱傾向

之效果」。

 ▲本校洪素珍老師分享學思歷程及導讀其著作：

「進出無言之間：兒童心理治療中鬼之意義與兒

童心理創傷」。

 ▲屏東大學鄧宗聖老師分享學思歷程及導讀其著

作：「反思 Covid-19的虛假訊息：大學生批判
框架轉化設計之實踐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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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數位傳播計畫」錄影過程中，吳麗君主編

（中）及王俊斌副主編（中左）雙雙到場向講者

洪素珍老師（右下）致謝並觀看錄影過程。

▲「期「期刊數 傳位傳播計畫畫 錄影過程中中 吳麗君主編



成後，除上架於本組官網以外，亦上架於本刊

Facebook粉絲專頁，並以電子郵件發送本刊之
會員學者、國內各大專校院教育相關系所，以及

各校師培中心，以期擴張本刊影響觸角，為學術

及教育深耕貢獻。

以上文章及影片皆公告於出版與宣傳組官

網—「數位傳播計畫」專區，歡迎學界先賢撥冗

點擊賞閱，亦歡迎上本刊 Facebook粉絲專頁瀏
覽賞閱。連結網址：

 █ 出版與宣傳組「數位傳播計畫」專區：

https://academicntue.ntue.edu.tw/p/412-1002-
2431.php?Lang=zh-tw。

 █ 《教育實踐與研究》

Facebook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
ntuejournal/

 ▲「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成果已上架本組官網，歡迎

學者專家造訪點閱。  ▲「期刊數位傳播計畫」—作者學思歷程及導讀分享

講者鄧宗聖教授（中）於錄影後與幕後團隊合影。

（中左 1為本校出版與宣傳組柯志平組長）

 ▲芳蘭校區完工全景。

跨越三世紀的故事∼老照片說故事，風華再現

◎總務處文書組　紀韶菁

總務處為配合國家檔管局舉辦各項檔案推

廣活動暨本校 127週年校慶活動，進行整合行銷
宣傳，今年首次辦理線上檔案展：「跨越三世紀

的故事∼老照片說故事，風華再現。」

本次檔案展依循臺文所何義麟教授、簡宏

逸博士編著之《圖說臺北師範校史》一書內容，

從立基、宏業、薪傳、茁壯、昂首到展翼的時間

軸序，展示 1895至 2005年本校校史，本活動既
結合線上檔案之推廣形式亦符膺節能減碳趨勢。

感謝何義麟老師的指導及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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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 FB粉絲專頁



 ▲本次線上檔案展活動海報。

 ▲臺灣教育體系的制度化：1919年之前國語學校的學制
難以與其他學校銜接。直至 1919年第一次頒布〈臺灣
教育令〉後，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  ▲ 1945年 8月日本戰敗，11月代表國民政府接收的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布將原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改

制為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同年 12月 5日唐守謙校
長接收臺北師範學校，1945年 12月 5日也成為本
校校慶日期的由來。（圖為唐守謙校長於接收時與

學生代表合影）

 ▲ 1895年由臺灣總督府設立的芝山巖學堂是北師校史起
點，對地方民眾進行日語教學並積極編纂臺日語言教

材。  ▲ 1927年是臺北師範發展的轉折點，這一年分立為
兩校，並在臺北市郊區的下內埔建立臺北第二師範

學校，此為北二師所在的芳蘭校區建設工程。

與遊戲設計碩士班碩一黃思齊同學與本處共同參

與討論，將所學專長學以致用，納入設計。由於

本校為全國最具悠久年代之學校，可述歷史源遠

流長，本次線上檔案展從日治時期（1895年∼
1945年）展開第一系列，含括立基、宏業、薪
傳等三個階段，藉由珍貴的歷史照片，再現當代

風華。

 █ 連結網址及 QR Code：
https://exhibition-wheat.
vercel.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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