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十二月份秘書處會議 

時間：100 年 12 月 06 日（星期二）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靜宜大學第二研究大樓 303 會議室(管理學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臺灣教育評論學會理事長  黃教授政傑 

出席：如簽到表 

紀錄：盧宜芬 

 

壹、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臺灣教育評論月刊 ISSN 編號已通過申請（ISSN 編號 2225-7209），

ISSN 編號將列於每期封面及封底。 

二、 臺評月刊敬邀游家政教授及王麗雲教授擔任本刊編輯委員，並分別

擔任第一卷第十三期及第六期輪值主編。本刊編輯成員組織列於附件

一，敬請秘書處同仁詳閱。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臺評月刊 2011 年 11 月至 2013 年 03 月各期主題及輪值主編列於

附件二，請討論。 

決議： 

（1） 第一卷第十四期「國中小併校」邀請臺中教育大學曾榮華助理教授擔

任輪值主編；第二卷第一期「陸生與國際生」邀請臺灣師範大學黃明

月教授擔任輪值主編。 

（2） 2013 年 03 月出版第二卷第三期「研究所教育之量與質」之後續評論

主題於第一次編輯委員會提案討論、決議。 

（3） 未來各期評論主題編列採滾動式進行，每半年招開臺評月刊編輯顧問

及委員聯席會議，於會議中提案討論、決議。 

 

案由二：臺評月刊編輯工作事項時程列於附件三，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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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未來各期輪值主編或執行編輯於編輯業務執行上如遇困

難，可再提案修訂。 

 

案由三：臺評月刊稿約及評論背景主題說明格式列於附件四，範例列於附

件五，請討論。 

決議： 

（1） 臺評月刊稿約修訂後列於附件四，修訂後通過。 

（2） 邀稿作者之「臺灣教育評論月刊文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

書」，由執編於邀稿作者聯繫、確認時一併寄送，待文稿完成後傳送

文稿電子檔，及寄送親筆簽名之授權同意書至臺評學會會址。 

（3） 本刊物評論重點力求針對該期評論主題或自訂之教育議題提出見解

與方針，避免謾罵及無病呻吟。 

 

案由四：臺評月刊文章格式模板，模板列於附件六，請討論。 

說明：為有效推展編輯業務，臺評月刊製訂文章格式模板，模板列於附件

六，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臺灣教育評論月刊刊物寄送名單及形式，請討論。 

說明：為積極推動本學會教育評論及臺評月刊評論文章發表事宜，擬規劃

下列方案。 

（1） 於臺評學會網站設置訂閱系統，使大眾由網路訂閱刊物，每月刊物

發行時，即傳送刊物電子檔至其指定電郵地址。 

（2） 公眾可於各大搜索引擎檢索相關教育議題時，可簡易搜尋到本刊物

或學會網站，以增加曝光度。 

（3） 由本學會主動發送刊物至相關機構、單位，建議寄送機構及單位列

於附件七，敬請秘書處同仁詳閱。 

（4） 臺評月刊未來是否改為訂閱購買形式，請討論。 

決議： 

（1） 由資訊組統籌規劃建置訂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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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以本學會名稱「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於各大搜索引擎可簡易連

結至本學會網站；臺評月刊各篇文章連結情形將持續追蹤，並由資

訊組規劃增加文章曝光度。 

（3） 待本學會刊物「臺灣教育評論月刊」訂閱系統建置完成後，將寄送

訂閱系統連結訊息之電子郵件至單位或個人，資料庫系統建置完成

後，將由系統自動寄送刊物予訂閱單位及人員。 

（4） 本刊物初期暫以免費致贈方式訂閱、下載、瀏覽，待發行出版達一

年後，視出版成效，另提案討論相關事宜。 

 

案由六：臺灣教育評論學會網站即時評論區設置，請討論。 

說明：為積極推動本會教育評論事宜，擬規劃於本學會網站設立即時評論

專區，以提供空間供公眾及教育界人士討論即時之教育議題。請討論： 

（1）評論專區之規劃(技術事項)： 

（2）評論專區之發表程序： 

（3）評論內容之審查人員：  

決議： 

（1） 本學會網站目前設有留言板，留言發表須通過審核後刊載。 

（2） 由資訊組副組長蔡建鑫先生統籌規劃於本學會網站設置「即時評論

區」，相關工作進度另擇期提案討論。 

（3） 待「即時評論區」初步規劃完成後，另提案討論發表程序及審查人

員組織等事宜。 

 

案由六：臺灣教育評論學會第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規劃事宜，請討論。 

說明：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擬召開第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請討論： 

（1）會議地點：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公誠樓 G419 

（2）會議時間：101 年 01 月 06 日上午 10：00-10：30。 

（3）會議議程列於附件八，敬請秘書處同仁詳閱。 

決議： 

（1） 會議地點、時間、議程照案通過。 

（2） 臺灣教育評論學會第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報告事項及討論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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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書處各組列出工作報告及提案送理監事會議討論。 

 

案由七：臺灣教育評論月刊編輯顧問及編輯委員聯席會議規劃事宜，請討

論。 

說明：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於本年度(2011 年)11 月發行電子月刊「教育評論

月刊」，擬於近期召開編輯顧問及編輯委員聯席會，請討論： 

（1）編輯委員會邀請人員：教育評論月刊編輯顧問及委員。編輯成員列於

附件二，敬請秘書處同仁詳閱。 

（2）會議地點：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公誠樓 G419 

（3）會議時間： 101 年 01 月 06 日上午 10：40-12：00。 

（4）會議議程列於附件九，敬請秘書處同仁詳閱。 

決議： 

（1） 會議時間、地點、議程照案通過。 

（2） 討論提案由秘書處成員、第一、二期輪值主編及執行編輯提案，送

編輯顧問、編輯委員聯席會議討論。 

 

肆、臨時動議 

無 

伍、下次會議時間 

    101 年 01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五時三十分，假靜宜大學第二研究大樓 303

會議室(管理學院第一會議室)舉行。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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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 
黃政傑（中州科技大學校長/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

授） 

總編輯 
黃政傑（中州科技大學校長/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

授） 

2011-2012 年度編輯顧問 

方德隆（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李隆盛（國立聯合大學校長暨經營管理學系教授） 

林天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暨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教授） 

林明地（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兼教育學院院

長） 

林新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暨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教授） 

梁忠銘（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校長暨教育學系

教授） 

郭昭佑（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暨教育系教

授） 

陳伯璋（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游自達（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黃秀霜（國立臺南大學校長暨教育學系教授） 

潘慧玲（淡江大學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 

2011-2012 年度編輯委員 
方志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兼學

習與媒材設計學系主任） 

王金國（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教育研究所所長）

王振輝（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

長） 

王麗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白亦方（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授兼花

師教育學院院長） 

吳俊憲（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吳麗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暨教育創新與評鑑碩

士班教授） 

林以凱（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林永豐（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副教授） 

施明發（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胡茹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副教授） 

高新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張芬芬（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陳麗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兼教育

學院院長） 

游家政（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兼學習與教學中

心執行長） 

黃明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教授） 

黃政傑（中州科技大學校長/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

授） 

葉興華（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兼圖書

館館長） 

鄭青青（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

任） 

輪值主編 黃政傑（中州科技大學校長/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鄭青青（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執行編輯  蔡依芳（中州科技大學校長室秘書） 
盧宜芬（臺灣教育評論學會行政助理） 

文字編輯 盧宜芬（臺灣教育評論學會行政助理） 

美術編輯  劉宛苹（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助理） 

封面設計 曾永毅（臺灣教育評論學會行政助理） 

出版單位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43301 臺中市沙鹿區中棲路 200 號第二研究大樓 402 室：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電話：04-2633588  FAX：04-26336101 

聯絡人：盧宜芬 
E-mail：yifenlu1105@gmail.com 

出版地 
臺中市 

翻譯或轉載本刊文章須取得本刊書面同意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Monthly 

第一卷 第二期

2011 年 11 月 1 日創刊

2011 年 12 月 1 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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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評月刊編輯工作事項時程 
一、 總編輯工作事項 

1. 評論主題之訂定。 

2. 各期內容品質掌控。 

3. 決策刊物風格及出版形式。 

4. 編輯委員會之遴選。 

5. 月刊發行前第二個月的 10 日：審閱每期邀稿名單。 

6.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0-16 日：每期投稿文章審閱。 

 

二、 輪值主編工作事項 

1. 月刊各期發行日均為每個月的第一天，每一期都以兩個月為編輯時間，但實際發行日

必須提早二到三天，以免來不及。 

2. 月刊發行前第三個月的 10 日：完成主題說明及稿約修改，轉執行編輯以公告於臺評學

會網站及前幾期刊物中。 

3. 月刊發行前第二個月的前 7 天：請輪值主編尋找一位執行編輯（簡稱執編），以便和學

會的盧宜芬助理（另一位執編）合作。 

4. 月刊發行日前第二個月的 1 日：進行主題評論之邀稿，邀稿篇數為 20 篇左右。進行自

由評論之邀稿，邀稿篇數為 20 篇左右（必要時可指定題目）。評論文章數共計約 40

篇。 

5. 月刊發行日前第二個月的 1 日：擬徵稿信函，轉執行編輯以寄送相關人員。 

6. 月刊發行日前第二個月的 10 日：提供(1)邀稿名單、聯絡資訊，及(2)邀稿致謝信函，

轉執行編輯以與名單人員確認。 

7.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 日：提供催稿函，轉執行編輯進行聯繫。 

8.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10 日：密切注意文稿回收情形，並作必要聯繫。 

9.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0 日：截稿日，確定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交稿情形，由執行編

輯進行催稿，必要時由輪值主編催稿。 

10. 月刊發行日前一個月的 10-16 日：由輪值主編進行審查，審查意見表由執行編輯提供。

輪值主編審查時同時進行目次編排，並撰寫主編序。若審稿完成之文章，可先送執編

進行編輯。 

11.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7 日：完成文評論文稿審查，審查表傳給執行編輯；評論論文

需修改者，由執編聯絡作者。 

12.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7 日：完成(1)目次編排、(2)輪值主編序，傳給執行編輯。 

13. 月刊發行日前一個月的 25 日：執編傳該期發行的電子檔請主編審閱。 

14.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7 日：輪值主編把月刊審閱結果回覆執行編輯，必要時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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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月刊發行日前一個月的 28 日：當期的刊物出版，電子檔以電郵寄發會員、作者及其他

人員，並放置於學會網頁上。 

16.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8 日：輪值主編審閱致謝函感謝投稿作者(請註明授權書填寫

事項)，傳給執行編輯發出電郵。 

 

三、 執行編輯工作事項 

1. 月刊發行前第二個月的前 7 天：與學會另一名執編（盧宜芬助理 0928-917122，

yifenlu1105@gmail.com）聯繫，確認工作事項分配。（執編工作項目） 

2. 月刊發行日前兩個月的 1 日：公告該期邀稿開始，並公告稿約。（盧宜芬助理工作項

目） 

3. 月刊發行日前兩個月的 1 日：廣發徵稿信函。（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 

4. 月刊發行日前兩個月的 10 日：與邀稿名單人員確認訊息接收狀況。（執編工作項目） 

5. 月刊發行日前兩個月的 10 日：轉送邀稿名單予總編輯。 

6. 月刊發行日前兩個月的 28 日：彙整收稿名單，回報輪值主編，請輪值主編擬催稿函。

（盧宜芬助理及執編工作項目） 

7.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 日：發函提醒作者交稿。（執編工作項目） 

8.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10 日：密切注意文稿回收情形，定時回報主編，並作必要

聯繫。（盧宜芬助理及執編工作項目） 

9.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7-10 日：製作審查表單，送審表（若稿件尚未收齊，審表須註

明審表次序）及文稿予輪值主編審稿。（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 

10.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0 日：截稿日，彙整收稿名單，回報輪值主編（盧宜芬助理及

執編工作項目）。未交稿者，電話聯繫催稿。（執編工作項目） 

11.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0-17 日：(1)校稿（執編工作項目）、(2)轉送文稿由美編排版

（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3)版權頁修訂：修改卷期及該期的出版年月日，創刊的年

月日保留（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 

12.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7 日：傳送目次予永毅(封面設計人)進行封面修改（盧宜芬助

理工作項目） 

13.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7 日：聯繫評論論文需修改作者。（執編工作項目） 

14.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2 日：彙整月刊資訊(1)封面、(2)版權頁、(3) 輪值主編序、(4) 

目次、(5) 文稿、(6) 其他資訊，進行編排。（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 

15.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5 日：月刊完成檔呈送輪值主編審閱。（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 

16.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7 日：擬致謝函，送輪值主編審閱。（執編工作項目） 

17.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7 日：與主編確認刊物是否有須修改內容。（盧宜芬助理工作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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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8 日：發(1)致謝函及(2)授權同意書予投稿作者。（執編工作

項目） 

19.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8 日：寄送月刊檔案予所有相關人員（編輯顧問、編輯委員會

成員、投稿作者、學會會員、秘書處成員、出版組建議之單位與機構人員），寄資訊

組副組長蔡建鑫先生以公告。（盧宜芬助理工作項目） 

20. 月刊發行日當月的 28 日：刊載臺評月刊於本學會網站。（蔡建鑫副組長工作項目） 

21. 後續工作：彙整授權同意書。（執編工作項目） 

 

四、 封面設計人工作事項 

1.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7-22 日：進行封面修改。 

2.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23 日：封面設計完成檔傳送盧宜芬助理。 

 

五、 文字編輯工作事項 

1.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0-17 日：校稿。校稿完成文章傳送盧宜芬助理。 

 

六、 美術編輯工作事項 

1. 月刊發行日前一個月的 10-22 日：排版。排版完成文章傳送盧宜芬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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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卷第○期○○○○年○○月份 

出版編輯作業程序 

作業期程  負責人  工作項目 

  100年 12 月 31日前  輪值主編  提供輪值主編合作人選名單。 

臺灣教育評

論月刊發行

日前三個月 

年      月 10 日  輪值主編 
完成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以利作者決定

撰文方向。 

臺灣教育評

論月刊發行

日前三個月 

年      月 22 日  輪值主編  1.  確定執行編輯人選 

臺灣教育評

論月刊發行

日前兩個月 

年      月 01 日 

本刊執秘盧宜芬小姐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併同稿約刊載

於學會網站公告。 

本刊執秘盧宜芬小姐 
寄送電郵給理監事、秘書處同仁及其它學會會

員，進行徵稿。 

年      月 10 日 

輪值主編 

輪值主編撰擬邀稿致謝函、提供邀稿名單(主題

評論及自由評論各約 20 篇，共計約 40 篇。)

予執行編輯。 

執行編輯 
執行編輯電郵邀稿至謝函、稿約、授權書予邀

稿作者，以茲確定。 

臺灣教育評

論月刊發行

日前一個月 

年      月 01  日  執行編輯  撰擬提醒交稿信函，發函提醒作者 

年      月 10 日 

交稿截止日期 

執行編輯和輪值主編  未交稿者進行催稿 

執行編輯  製作評論文稿審表，連同原文寄送輪值主編。

年      月 17 日 
輪值主編 

完成審查，把(1)審查表及意見，連同(2)各文目

次編排、(3)輪值主編序言，送執行編輯。 

執行編輯  聯繫需修訂文稿之作者。 

年      月 25 日  執行編輯 
把編輯完成的月刊電子檔，交給輪值主編確

認。 

年      月 28 日  輪值主編  回覆執行編輯。 

年      月 28 日 
執行編輯 

將刊物以電郵發給作者、會員、理監事、秘書

處及各相關單位或訂閱者。 

輪值主編  書函給執行編輯以電郵發給作者致謝。 

臺灣教育評

論月刊發行

日當月 

年      月 01 日  出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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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月刊稿約 

1.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論學會」刊物，旨在評論教育政策與實務，促進教育改

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行一期。刊物內容分成「主題評論」和「自

由評論」兩部分。各期評論主題由本刊訂定公告，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稿；自

由評論不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和徵稿方式。 

2. 刊物投稿說明 

投稿分成主題評論及自由評論，前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後者由作者自

由選擇主題撰稿。 

3. 評論文章長度及格式 

本刊刊登文章，文長一般在五百到二千字內之間，也歡迎較長篇的評論性文

章，長文請力求在六千字之內。如有附註及參考文獻，請依照 APA格式撰寫。 

4. 審查及文責 

本刊發表的評論均安排匿名學術審查，評論文稿隨到隨審，通過後即安排儘

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論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不另致稿酬。本刊

發表的評論，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不代表本刊立場。 

5.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稿本刊經由審查同意刊載者，請由本學會網站(http://www.ater.org.tw/)或各

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論月刊文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寄送下列地址： 

43301  臺中市沙鹿區中棲路 200號  靜宜大學第二研究大樓 

402室教育研究所【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盧宜芬助理收 

6. 投稿及其它連絡   

執行編輯 盧宜芬小姐    電子信箱(e‐mail): yifenlu1105@gmail.com 

電話(phone): 0928‐9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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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主題 

 「○○○○○○」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卷第○期將於○○○○年○○月○○日發

行，截稿日為○○○○年○○月○○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內容建議為 2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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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主題 

「學術評比」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一卷第二期將於 2011 年 11 月 0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11 年 10

月 10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本期重點在討論國內教育領域及其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近十年來都

重視大學教師的學術評比，不論是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之申請、大學教

師升等審查、大學教師評鑑、國科會傑出研究奬審查、教育部學術奬及

國家獎座等，申請人都要有發表於ＳＳＣＩ、ＳＣＩ、ＥＩ等索引收錄

的國際期刊論文，其次是ＴＳＳＣＩ論文，其它重要的研究著作反而不

受重視。此一評比標準的改變，不只用在個人學術評比，還用在五年五

百億及教學卓越計畫之學校學術評比上，其對國內大學學術發展的衝擊

為何，未來應如何改進，是評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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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第○卷 第○期，頁○-○ ○○○○   主題評論 

 

評論文章題目 
第一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如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監事、秘書處幹部或會員請加入說明） 

 

第二作者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如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監事、秘書處幹部或會員請加入說明） 

 

一、 前言 

投稿論文全文採用 A4 大小的紙

張，每頁上下緣各留 2.54 公分及左右

兩側各留 3.17 公分，正文分為兩欄，

兩欄格式之欄寬應相同，兩欄間隔為

1.78 字元。打字左右對齊、全文均採

最小行高 0 pt；版面採 A4 直式，文稿

採左至右橫；分段寫作，段首空二字，

段落之間，設定為與後段距離一行間

距，左右邊對齊；中文採新細明體 12 
號，全形標點符號；英文採 Times New 
Roman 12 號，半形標點符號；全文文

章請以 MS-Word 編輯軟體建檔。 

（一）論文格式說明 

1. 使用語言：中文。 

2. 論文長度：以 500-2,000 字為原

則，長文請力求於 6,000 字內，若

有參考文獻(字數另計)。 

3. 字體：（中文：新細明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 

4. 論文題目：18 號粗體字。 

5. 小節標題：14 號粗體字。 

6. 節標題：12 號細體字。 

7. 作者名字、作者所屬單位：10 號

細體字。 

8. 本文、數學式、摘要及關鍵字：

12 號細體字。 

9. 圖形標題與文字、表格標題與文

字、註解、上標、下標：10 號細

體字。 

10. 參考文獻：12 號細體字，請採 APA
格式。 

二、 本文 

（一）表格 

表 1  表格說明：表格標題必須置於表格上方

且置中。 

名稱 截稿日期 出版日期 
臺評月刊 出版前一

月的 10 日 
每月 1 日 

 

（二）圖片 

 
圖 1  圖示說明：圖片標題必須置於圖片下方

並置中。 

附件六 

13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  第○卷 第○期，頁○-○ ○○○○   主題評論 

 

三、 結論 

再次感謝諸位先進熱情投稿，請

記得： 

截稿日期：2011 年 11 月 15 日。

文 稿 請 利 用 電 郵 投 稿 ： 
yifenlu1105@gmail.com。若有任何疑

問 ， 歡 迎 隨 時 以 E-mail: 
yifenlu1105@gmail.com 聯絡。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秘書處敬上 

參考文獻 

王靜珠（2002）。我對托兒所和幼稚園

功能整合的建議。幼兒教育年

刊，14，頁 1-20。 

李新民（2003）。幼兒教師薪資滿足

感、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感之研

究。教育研究，11，頁 115-126。 

李新民（2003）。台灣與瑞典幼兒教保

體制差異之探討。樹德科技大學

學報，5(1)，頁 93-110。 

Buber, M. (1970). I and thou. In H. 
Ozmon (Ed.), Contemporary critics 
of education (pp.43-50). New York: 
Haper & Row.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ew York: Collier. 

Freire, P. (1975). Cultural action for 
freedom.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Nasir,N. S., McLaughlin, M. W., & 
Johns, A. (2009).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frican American: 
Construction of race and academic 
identity in an urban public high 
school.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 46(1), 
pp.7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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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3 月各期主題 
第一期：新三都之教育整合-
問題與展望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01日 

第二期：學術評比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01日 

第三期：師培政策 
出版日期：2012年01月01日 

第四期：教學卓越計畫 
出版日期：2012年02月01日 

第五期：少子化的教育政策因

應 
出版日期：2012年03月01日 

第六期：頂尖大學計畫 
出版日期：2012年04月01日 

第七期：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 
出版日期：2012年05月01日 

第八期：大學校務評鑑 
出版日期：2012年06月01日 

 

 

第九期：弱勢生助學 
出版日期：2012年07月01日 

第十期：優質高中高職 
出版日期：2012年08月01日 

第十一期：大學系所評鑑 
出版日期：2012年09月01日 

第十二期：中小學校長遴選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01日 

第十三期：師資培育評鑑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01日 

第十四期：國中小併校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01日 

第二卷第一期：陸生與國際生 
出版日期：2013年01月01日 

第二卷第二期：生活教育與服

務學習 
出版日期：2013年02月01日 

第二卷第三期：研究所教育之

量與質 
出版日期：2013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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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評月刊寄送機構及單位建議名單 
師範大學、教育大學： 

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2.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4.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5.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6.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7.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8.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含有師資培育中心的學校： 

1. 大葉大學 

2. 中原大學 

3. 中國文化大學 

4. 正修科技大學  

5. 東吳大學 

6. 東海大學   

7. 南臺科技大學 

8. 國立中山大學 

9. 國立中央大學 

10. 國立中正大學  

11. 國立中興大學  

12. 國立臺灣體育學院   

13. 國立交通大學  

14. 國立成功大學   

15. 國立東華大學 

16.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7. 國立政治大學 

18.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19.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20. 國立清華大學 

21.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22. 國立嘉義大學 

23.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24.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25. 國立臺北大學 

26.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27.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28. 國立臺南大學 

29. 國立臺灣大學   

30.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31.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32.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33.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34. 國立體育大學 

35. 淡江大學  

36. 朝陽科技大學  

37. 慈濟大學  

38.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39. 輔仁大學  

40. 銘傳大學  

41. 靜宜大學 

 

教育相關系所(一般、技職)：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99_classs.xls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國立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國立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國立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國立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國立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立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 

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班 

國立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 

國立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國立中正大學-教學專業發展數位學習碩專

班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 

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 

國立嘉義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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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數學教育研究所 

國立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所) 

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

元文化教育 (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

育(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科

學教育 (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視覺藝術

教育碩士班 

國立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教學

碩士學位班(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美崙校

區) 

國立東華大學-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學校行

政碩士學位班(美崙校區) 

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與輔

助科技碩士班(美崙校區)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學系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國立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所)  

國立臺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所) 

國立臺東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國立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 

國立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所) 

國立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 

國立臺東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台灣語

文教師碩士專班 

國立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 

國立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所) 

國立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 

國立臺南大學-重度障礙研究所碩士班 

國立臺南大學-輔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研究所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科技發展與傳播碩

士班 

國立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科技管

理碩士班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醫護教育所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生死教育輔導所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餐旅教育研究所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輔仁大學-教育領導與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中原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淡江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 

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碩士班高

等教育組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碩士班教

育經營與管理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日）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數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青少年兒童福利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中國文化大學-青少年兒童福利碩士學位學

程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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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年福利學系碩

士班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年)福利學系 

長庚大學-早期療育研究所 

元智大學-幼兒保育技術系學士班 

大葉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南臺科技大學-教育領導與評鑑研究所 

南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 

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 

慈濟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 

輔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科(系) 

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中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美和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 

台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南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中州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 

長庚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大同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校-幼兒保育科 

馬偕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 

仁德醫護管理專校-幼兒保育科 

樹人醫護管理專校-幼兒保育科 

慈惠醫護管理專校-幼兒保育科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 

敏惠醫護管理專校-幼兒保育科 

高美醫護管理專校-幼兒保育科 

聖母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 

新生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幼兒保育科 

臺北市立體育學院-運動教育研究所 

臺北市立體育學院-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

教育研究所 

輔英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管理學位學程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 

興國管理學院-文教事業管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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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第一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議程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來賓致詞（視情形得免列） 

四、報告事項（會務及財務報告） 

(一) 年度工作報告 

(二) 收支決算表 

(三) 現金出納表 

(四) 財產目錄 

(五) 資產負債表 

(六) 基金收支表 

(七)年度工作計畫 

(八) 收支預算表 

 

五、討論提案 

（一） 

（二） 

（三） 

六、臨時動議 

七、選舉常務理、監事及理事長（如無則免列） 

八、散會 

附件八 

19



 
 

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臺灣教育評論月刊編輯委員會議議程 

一、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 

三、來賓致詞（視情形得免列） 

四、報告事項 

五、討論提案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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